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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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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 1943 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 47 处）。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

通知》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既要注重有效保护、夯实基础，又要

注意合理利用、发挥效益，在保护利用中实现传承发展，认真

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努

力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为推进文化遗产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贡

献力量。

附件：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摘录）

http://www.sach.gov.cn/tabid/96/InfoID/39229/frtid/134/Default.aspx






古井贡四处酿酒遗址被列为“国保单位”

5月3日，国家文物局网站公布了1943处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名单，古井贡酒酿酒遗址（宋至清）（包括魏井、宋井、明清窖

池、明清作坊遗址）四处，被列为“国保单位”！其国家级文物项处

之多、体量之大、历史之久，为全国同行业之首。这也是古井贡酒文

化博览园继2008年成为中国白酒首家全国4A级旅游景区之后又获国



家殊荣。

据国家文物局负责人介绍，第七批国保单位的评审工作从 2009

年即已开始，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推荐项目的申报。

2009 年 5 月正式启动申报工作。截至 2010 年初，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解放军共推荐了 5573 处申报项目。第二阶段是遴选申报项目，

确定初步推荐名单。依据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评选标准、范围和原则，

2010 年 7 月至 10 月，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分类评审，并

对部分申报项目进行实地复核。此后，以记名投票方式确定了 3057

处初步推荐名单。第三个阶段是征询意见，确定推荐名单。2010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月，国家文物局就初步推荐名单多次征询中宣部、

统战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对初步推荐名单进

行了调整，并将调整后的名单再次提请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人民政府

予以确认。最终确定 1943 处申报项目，另有 47处申报项目与前六批

国保单位相应项目合并，一并上报国务院。

第七批国保单位仍沿用第六批国保单位采用的分类法。其中古遗

址 516 处(26.6%)、古墓葬 186 处(9.6%)、古建筑 795 处(40.9%)、石

窟寺及石刻 110 处(5.7%)、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329 处

(16.9%)、其他 7 处(0.4%)。山西(181 处)、河南(168 处)、湖南(123

处)、河北(110 处)、江苏(105 处)等省份排在了全国的前列；湖南、

重庆、青海、新疆等省(区、市)数量增长幅度较大；安徽省古井贡酿

酒遗址项处之多、历史之久、体量之大位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国家文物局针对不同类型文物制定了明确的评选标准，规定了严

格的申报评选程序。所有申报项目都是由各省文物局报经各省人民政

府同意后上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上百名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和实

名投票，部分项目还进行了现场复核。

据了解，申请到“国保”单位，意味着有资格申请经费，但并不

确保一定能申请到。国家会根据项目的重要性，以及地方的具体能力

来分配经费。

文物保护，不在一朝一夕，挂牌、投钱之外，更需长效监管。充

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功能强大、覆盖全国的监测预警体系。在

《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

中，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监测预警的内容。实施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病害调查与监测工程，并根据监测结果采取相应的保护措

施。

此次公布的名单中，两家名酒企业榜上有名，除了古井贡酒之外，

另一个是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此次获批窖池群及酿酒作坊两个单体，

加上第四批公布的泸州大曲老窖池共有 3 个单体。据悉，自 2010 年

开始申报的茅台酒酿酒工业遗址群，此次未能获得“国保”殊荣。

早在1998年，“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就被批准为省级重点文保单

位。获批后，古井集团积极开展工作，提升保护级别，制定保护规划，

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斥巨资完善基础设施。此次成功获批，



可谓名至实归，将对于传播古井酒文化、提升古井贡形象起到强大推

动作用。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主体由明清窖池群、明清酿酒遗址及两口

古井构成，它们是古井酿酒文化的核心文化支撑。省文物专家认为“古

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一处全面展现传统酿酒工艺流程的手工业设施遗

址。明代窖池及部分古井、炉灶、晾堂、蒸馏设施等酿酒设施及作坊

遗址，出土百余件碗、盏、盘、杯、缸等生活用具，时间跨度宋至今，

再现了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工艺全过程，体现中原地区及中国东部

深厚酒文化，是该区域传统酿酒技艺重要实物见证（关于古井酿酒遗

址的详细情况，以及古井历来如何重视遗址保护遗址等，另见《古井

贡 中华白酒活化石》）。

另外，这次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

单，对古井而言，更寓含一层特殊意义。这次公布的名单“古井贡酒

酿造遗址”序号排在196位。“196”，不过是个平常数字，但对古井

人而言，这可是个充满神圣而又神秘的历史记忆。公元196年，曹操

将家乡酿的“九酝春酒”（古井贡前身）以及酿酒之法（九酝酒法），

进献汉献帝刘协，由此“古井贡酒”即成为历代皇室之贡品。同时，

曹操也就成了历代家乡酿酒人心中的酒神。每至秋高气爽的九月开酿

之际，古井的大小酿酒作坊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神圣的酒神曹操，此

风俗一直延续至今。

公元196年，公元2013年，时空跨越了1800多个春秋，当年的古

井贡作坊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实至名归之外，这个被



排在第“196”位的数字，难道不是又给“古井贡”增添了几分神圣

与神秘？这难道仅仅是历史机缘的巧合？

（吴广森）

古井贡 中华白酒“活化石”

——访中国古酒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杨小凡

2013 年 5月 3日，古井贡有关酿酒遗址被国家正式批准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次被国家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具体有哪些？其批准的根据是什么？她的价值和意义

是什么？等等，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古酒遗址保护委员会副会长

杨小凡先生，并就上述有关问题作了解答。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杨会长：你好！这次古井贡酒酿造遗

址被国家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体有哪些？

古酒遗址保护委员会副会长杨小凡（以下简称杨）：这次被国家

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为：古井集团至今仍在使

用的 122 口明清酿酒窖池、两口古井及近期考古发现的明清酿酒遗

址，她是亳州市标志性酿酒古遗址群。值得说明的是，申报“国宝”

工作是国家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程序严谨，审查

严格，除了由省级推荐外，还要经国家文物局、中宣部、国务院批准

后，由国务院总理签发公布。

记：这些被国家批准为第七批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依据是什么?

杨：“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主体由明代酒窖池、明清酿酒遗址及

两口古井构成。它们是古井酿酒文化的核心文化支撑。

明清窖池群 窖池是浓香型白酒关键发酵容器。从现代生物技术

角度看，它是多种微生物相互依存度高的载体，集糖化发酵、酯化等

多种生化反应于一体。窖龄越长，窖泥中繁衍微生物越多，产出酒越

好。



明清酒窖池共计 122 口(其中明代 7口,清代 115 口)，位于东经

115°39′33.9″，北纬 33°59′29.2″，海拔 48.2 米。始建于明

正德年间，系江苏南京怀氏所建。经测量，明代窖池结构呈斗状，口

大底小，口沿呈长方形，与作坊地面在统一平面，深约 1.8 米，长约

2.7 米，宽 1.3 米。窖池四壁与底面均敷窖泥。其内壁窖泥，是酿酒

主体生香功能菌（己酸菌、丁酸菌、甲烷杆菌等）繁衍栖息场所。经

钻探发现，池底 5米以下才见黄土，池底与黄土层间，泥色由深青色

转浅灰色，酒香扑鼻。经化验证明，窖池内窖泥微生物从投粮酿酒糟

醅中得到营养供给，经年累月驯化和富集，已形成庞大微生物生态系

统。1960 年，安徽省工业厅组织专家对明清窖池群窖泥化验发现其

中富集有益菌株达 400 余种，这些古老神奇珍贵的窖池富含大量香味



前驱物质，使得这些窖池愈显珍贵，使之成为古井集团酿制优质白酒

的不可再生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古井集团将其命名为“功勋池”。

明清酿酒遗址 与明代酒窖池群相邻。2009 年 3月，古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在改造明清酒窖池群展示空间过程中，发现离明清酒窖池

15 米距离处，有早期酿酒遗迹及遗物。在报请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后，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抢救性清理发掘，并

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明确此为一处典型明清酿酒遗址。遗址面

积 76 平方米。由上至下，文化层堆积达六层。在第⑤、⑥层出土瓷

碗、瓷碟、瓷盘、小口罐等器物为明中期器物；在③、④层出土的青

花瓷碗、瓷盘、瓷碟等器物有明晚期特征；②层为晚清时代地层。自

下而上，相关出土器物表明，在古井明清酒窖池群范围内，从宋代以

来就有人类酿酒活动存在。特别是炉灶及下水道的出现，虽为清晚期

器物，也表明造酒的延续。据此可推断自明代有窖池酿酒以来，该区

域一直存在酿酒过程。



传统前店后坊式的“公兴槽坊”

宋代古井 共计 1 口，位于东经 115°39′35.2″，北纬 33°59′

30.3″，海拔 43 米。在古井股份有限公司南厂区。此井系 1992 年厂

区基本建设中发现。该年 10月，亳州市博物馆对此开展抢救性清理

发掘。井口距地表 4.8 米，井口呈圆形，直径 0.6 米，井深 4.2 米，

井水在井口 0.5 米以下。井为砖砌结构（砖长 29厘米，宽 14 厘米，

厚 5 厘米），井底大于井口，井壁为立砖平砌，平砌 5 层，再立砌 1

层，底盘两层砖平砌，井底无砖。经亳州市文物部门对砌井用砖及出

土文物鉴定，系亳州首次发现的宋代古井。



魏井 共计 1 口，位于东经 115°39′33.3″，北纬 33°59′

35.3″，海拔 27 米，在古井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此井系上世纪五

十年代末，安徽省酿酒代用品调查会议在亳召开期间，在古井贡酒厂

区基本建设中发现。经省文物部门对出土文物鉴定，属明代古井（古

井人相传称魏井）。此井为砖砌井，井口直径 0.6 米，井深 27 米，井

身下部大于井口，井水清冽甘爽，经测量，富含丰富矿物质。



古井酿酒作坊土壤样品鉴定。土壤样品特征共五份土样：古井博

物馆手工酿造车间距地面 1.6米处、2米处、3.45米、4.6米和古井博

物馆窖池。

记：“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她有什么样的价值？

杨：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苏鲁豫皖地区浓香型技艺流派的

典型实物代表。这些文物保存现状良好，从明代沿用至今，具较高历

史、科学和社会价值。

历史价值 在明代窖池边出土“正德十年（1515 年）”字样界砖

表明古井贡酒明代窖池群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距今已有 494 年历史，

且发挥积极作用。其建窖格局、传统工艺得到全面保存与继承。明万

历元年，祖籍减冢店的沈鲤曾任阁老，他将家乡产美酒“减酒”上献

于朝廷， “减酒”因此名动京师。《中国名酒志》第 31页记载，“古

井贡酒系古井泉水酿造。自明万历年间起，在明清两代均为进献皇朝

之贡品，故得贡酒之名”。清代，减酒极盛，“公兴槽坊”所产减酒远

销苏、豫、皖、鄂等地区，被誉为“怀家一枝花”，更有民谚“胡芹

减酒宴贵宾”之说。可见“贡酒”声誉之高。而此皆以“古井贡酒酿

造遗址”为基础而酿造，它是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工艺典型代表，

具有极高历史研究价值。

在 1958 年、1992 年、1994 年以及 2009 年，在“古井贡酒酿造

遗址”的明清窖池群范围内陆续发现宋至清以来的酿酒及生活用品遗

存，以及炉灶、排水沟、水井等酿酒文化遗存。这些文物调查及清理

发掘工作成果表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中国老八大名酒——“古

井贡酒”产生、形成及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科学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自明正德年间开始建窖酿酒，

已成古井集团不可或缺珍贵财富与遗产。经科学测定，明代酒窖池中



的有益微生物多达 400 余种，已形成庞大微生物体系，它们相互依靠，

互为补充，并已驯化成独立生态系统。由于这些微生物大量富集，持

续发生良好酿酒作用，使得“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成为传统酿酒工程

中的重要实验室，因此具有极高食品发酵科研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一处较全面展现传统酿酒工艺流程的手

工业设施遗址。她集明清酿酒窖池遗址、酿酒用水遗迹——宋、明古

井、晾堂等酿酒设施于一体，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工艺独特。特别

是开放式的生产、发酵，与众多现代的生产酿造设施、设备今昔对比，

她是展示中国酿酒工艺传统工艺流程的生动科研课堂。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开展的四次文物调查情况初步揭示了亳州

地区传统手工酿酒的基因密码。尤其是她反映了传统酿酒技艺中各个

要素间的关系以及亳州地区物候变化特征，如地下水变化、泥窖池坚

持小型建窖等内容，对于深入研究淮河流域白酒酿造体系和古代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社会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为古井贡酒发展积淀深厚文化

底蕴，古井贡酒因此成为中国名酒中的驰名中外品牌，并为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作为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的“古井

贡酒”，自 1963 年在全国第二届白酒评比会上跻身全国八大名酒之

列，连续四届蝉联国家金奖。评酒专家评语为“颜色清澈如水晶，香

醇如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古井贡酒因此名噪海内

外。1988 年，在法国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博览会获“金夏尔奖”，

是本届唯—获奖的中国名酒。1992 年，古井贡酒获美国“首届葡萄

酒白酒国际博览会金奖”、“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等国际殊荣。

1999 年，“古井贡”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3 年，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对古井贡酒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05



年，古井贡酒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07 年，古井集团与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成立“中国淡雅香型白酒研究院”。2008 年，古井酒文化

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成为永久性古代酒

文化研究与参观的遗址景观园区。

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达古井集团检查指导工作。启功、罗哲文、

孙轶清、秦含章、周恒刚等名人、专家也关心古井的文化建设。据中

国权威机构认证，“古井”品牌价值已达 208.99 亿元。安徽古井贡

酒集团作为国家大型企业，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酒类企业，是亳州乃至

安徽省最为重要名酒企业，是亳州地区重要经济支柱。古井集团因“古

井贡酒酿造遗址”旺盛文化生命而充满生机。古井集团通过合理利用

好“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的遗产价值，正创造出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

记：由此看来，“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被批准为第七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古井以往是如何对这些遣址

进行保护的？今后又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遣址的保护工作？





如画古井亭

宋井地下通道



仿古藏酒阁

天宝坊



正德坊

杨：亳州市人民政府和古井贡酒集团历来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

继承和保护，文物保护理念较强。具体为：

一是提升保护级别。作为古井酒文化的集中体现——百年窖池、

魏井，经市政府推荐，1998 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文

物单位；2003 年 4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批准“古井

贡酒”为原产地域产品，并从即日起对其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08

年，古井贡酒传统酿制技艺被省政府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9 年，亳州市政府与古井贡酒集团积极申报国家级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二是推进科学研究。以技术中心、企业文化管理中心和集团文化

博物馆等为科研核心力量，积极开展相关基础科学和文化研究，助推



文物保护工作。如：查枢屏《古井贡酒微量元素分析》、《古井色谱表》、

《勾兑与储存技术规范》等，是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自主研究

成果；与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对古井酿酒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

大量重要成果，如对明清酿酒遗址的发现与研讨会的组织开展；同时，

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为平台，记录、整理、发掘古井历史资源，

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和利用水平。

三是制定保护规划。为进一步保护文物主体，发挥文物的公益展

示作用，古井集团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将现有酒类文物保护争

取纳入到《亳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此外，还积极开展相关保

护工作。如对两口古井的维护，共计开展了三次工程，累计经费达

80 余万元。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征集与古井发展历程相关文献、

文物工作，现已征集到各类传统手工工具、照片、文献达 1200 余件，

累计经费达 46万元。并于 2008 年 7 月，与亳州市文物部门合作，筹

划编制古井贡酒文化遗产本体保护规划，确保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序进

行。

四是完善基础设施。古井集团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老窖池群专

项维护经费和科研工作，并且保持 20%的逐年增长费用。历年来，通

过古井集团自筹资金，先后开展若干次保护维修工程。如：1996 年，

古井投资 3000 万元兴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一万两千吨，

有效地防止了当地水污染和环境污染，确保水质能够满足酿造古井贡

酒产品质量需要；1991 年至 1995 年，投入资金 1800 万元兴建和维

修古井亭、古井园、古井贡酒酿酒园区、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古井酒

文化博览园；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投入资金 120 万元；申报古

井贡酒“中国驰名商标”投入资金 10 万元；申报古井贡酒原产地保



护投入资金 20万元，申报古井贡酒国家标准投入资金 15万元；1994

年，为引进 ISO9000 标准管理体系和搜集整理古井贡酒传统酿造工

艺，共投入资金 120 万元。

今后，古井集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亳州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一步做好“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的保护工作：

一、强化文物主体保护

1、实施静态保护。主要包括：

（1）进一步开展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相关古代酒作坊、酒库、

古井、窖池、酒铺的调查研究，摸清古井贡酒传统酒文化发展脉络。

（2）将所有普查研究资料归类、整理、建档、保存。

（3）根据史料提供烧酒生产区域，到实地开展收集烧酒史料工作。

2、实施动态保护。主要包括：

（1）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进一步完善传统白酒酿造技艺展示。

（2）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进一步加大民间民俗传统酿酒器具、口碑

传说及酿造技艺的征集。

（3）以商汤、老子、曹操、陈抟、华佗、花木兰等名人故里、“药

都”为主题，结合“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底蕴为主线，打造“酒功（能）”、

“酒德”、“酒道”的古井酒文化探源之旅。

（4）建立一年一度的“亳州白酒文化节”，参观古井贡酒烧酒传

统酿造工艺过程。

二、开展文化遗产研究

1、在古井贡酒集团设立酒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积极争取政府部

门支持，协调兄弟单位，强化“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挖掘、宣传、包

装及打造。

2、强化古井贡酒文化研究、宣传及教育工作



（1）围绕“古井贡酒酿造遗址”，鼓励社会及各人对古井酒文化

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2）强化古井文化资源研究，如：徽商文化、名人文化、饮食

文化的研究，打造一批与古井贡酒有关的文化产品。

（3）将古井酒文化带进亳州大中小学的课堂、社科论坛讲座、

媒体，引导市民了解、认识、热爱古井酒文化，引导大众进行健康、

科学、时尚的酒文化消费。

三、搭建遗产保护体系

1、以“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申遗为契机，争取市政府支持，将

亳州珍稀窖池资源保护起来。逐步建立从市到国家级的酒类文物保护

体系。

2、亳州市政府牵头邀请国内酒窖遗址考古专家、中国白酒协会

专家，举行两次高规格白酒遗址包括研讨会，把有关国内白酒酿酒遗

址研究成果结文成集，使传统烧酒酿造技艺理论得以留下珍贵资料。

继续加大传统酿酒技艺继承与研究工作，力争通过“国保”平台，统

一全市认识，为提高古井酒业文化核心竞争力，提供强大软实力支撑。

四、制定遗产保护目标

科学制定《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保护规划》及《整治修缮规划》，

真实、完整保存“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历史信息，充分展示其文化价

值及内涵，实现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收集“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资料，建立古井贡酒传承人

档案库，研究和出版“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书刊。同时收集和保护好

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有关的生产工具、器具、出土文物。

进一步完善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防渗水、防风化、砖土体构

筑物加固、防污染等保护工程；整治危害“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环境



和历史风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五、打造遗产演示品牌

以“AAAA”级旅游景区建设为切入点，围绕“古井贡酒酿造遗

址”，加大经费和人力投入，提升古井博览园解说人员文化遗产管理

素质，打造国家级酿酒文化遗产永久性景观，向广大群众宣传爱护环

境，保护遗产，构建亳州“和谐精神家园”的思想理念，进一步扩大

更广阔传统文化展示空间，逐步建立起企业支撑，政府支持，全社会

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管理体系。

古井贡酒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她以魏井、唐代酿酒

作坊遗址、宋井、明清酿造遗址、明代窖池群、九酝酒法、古井酒文

化博物馆为重点的文本传承和以贡献美酒精神的精神传承，共同成为

全人类的财富，古井贡酒文化的传承是古井人所肩负的一项神圣的使

命。因此，古井将一如既往地全方位做好对酿酒遣址的保护工作。

千秋历史 万世留存

——古井贡酒明清酿酒遗址考古发掘纪实



千秋历史 万世留存，古井贡酒明清酿酒遗址考古发掘正是如此。

古井历来重视文化的保护与建设。2009年 3月，古井集团在改造明

窖池群车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较老的浆水罐和陶瓷碎片，车间立

即逐级上报，集团公司领导决定立即停工并上报市、省文物部门。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贾占元主任查看出土器物

经过 5个月的讨论、论证、准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省文化厅

的指示下，报请国家文物局备案后，2009年 8月 26日至 9月 29日，

在距离明窖池群和车间锅灶的窖池中间地带进行探沟挖掘。探沟挖掘

进行到近两米处，出现了一排整齐的砖瓦，在砖瓦之上，还有被压碎

的陶制片。



安徽省考古所罗新教授在挖掘现场指导

这个发现让所有参与的人兴奋不已。整个发掘工作用这两个探沟

已经明显不足了。古井集团领导与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协商后，决定扩

大发掘面积，把整个西面的车间全部进行发掘，随着发掘现场的扩大

和深入，渐渐地，一个酿酒作坊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



有晾晒用的晾堂、烧酒及蒸馏用的炉灶遗存、排水沟，同时还有

大量的酒器及陶瓷碎片、砖瓦出土。为了确定作坊遗址的年代，古井

集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鉴定和论证。

安徽省考古所技术员和鹏在发掘现场绘图



发掘人员在发掘现场发现一块界砖

发掘出土的瓷器

首先请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鉴定站的专家学者，对遗存和出



土物进行年代鉴定，同时请中国科技鉴定考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

技大学考古系张居中教授对土层及内含物进行研究论证。

张居中教授和李广宁站长在研究出土器物

论证结果表明：此酿酒遗址为明清时期，并建议对发掘现场做更

深的探沟式发掘，直至生活层结束。考古发掘进入了第三期工程，在

临近西埂和西北角进行了向下的探沟发掘，直至宋元时期前的土层结

束。在每一层都有时期对应的出土物。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考

古发掘现场。

在整个考古发掘工程告一段落后，2009年 10月 29日，在安徽省

合肥市古井假日酒店召开了“古井贡酒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成果论

证会”。



论证会现场

安徽省文物局陈建国局长在论证会上特别强调：“这是一项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



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长李虹指出：“古井贡酒酿酒遗址的发掘考证首

先可以证明，在古井酒厂这块土地上，从古代开始就在酿酒，而且是

绵延不断。”



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处张宏明处长出进一步指出：“亳州的古井酒厂

和烧酒的最早起源比较接近。”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就古井贡酒酿酒遗址挖掘的土样情况分

析说：“古井酿酒作坊土样分析，考古发现至少这些东西，以稻壳为

主。”

安徽省文物鉴定站周京京站长在论证会上指出：“从第三层一直到

五层，基本上是明中晚期，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安徽省文物鉴定站李广宁副站长论证道：“我感觉第六层是北宋

的，是最早的，另外大量的是明代的，三层到六层，没看到清代的东

西，比较早的是明代中期，大概就在明代正德前后。”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立新所长、宫希成副所长，通过现场观

看考古资料、听取考古队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出土物相关佐证，进行认

真研究讨论，确定此作坊遗址为明清时期遗存。

最后，参加论证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古井贡酒酿酒作坊

遗址，证明了古井贡酒酿酒历史的延续性，需要进行切实的保护，因

为它是中国白酒特别是苏、鲁、豫、皖等地区酿酒产业的杰出代表，

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科学经济价值。

（本刊记者）

附：安徽省文物管理局关于推荐“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为第七批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报告材料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

安徽省文物管理局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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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推荐报告

安徽省文物局

关于推荐“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为第七批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报告

国家文物局：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位于安徽省北部亳州市古井镇。我局先后

组织相关专家对“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进行现场考察、论证，一致认

为其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社会价值，并得到很好保护，且“四有”

工作已基本完成（专家评估意见附后）。为此，我局决定推荐“古井

贡酒酿造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将有关资料报上，

请审核。

特此报告

（此处加章）

安徽省文物管理局

2009 年 10月 28日

二、专家评估意见书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亳州是三朝古

都（商汤、三国曹魏、元末龙凤政权）、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建制达 3000 多年历史。这里人文璀璨，物产丰饶，商贸繁荣，有“小

南京”之誉。“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亳州市标志性酿酒古遗址群。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指古井集团至今仍在使用的七口明代酿酒

窖池、北院明代古井、南院宋代古井及近期考古发现的明清酿酒遗址。

1998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明代窖池群及两口古井公布为第四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实地考察，我们认为：

1、“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一处较全面展现传统酿酒工艺流程的

手工业设施遗址。经初步调查，在“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范围内遗存

明代窖池七口及部分古井、炉灶、晾堂、蒸馏设施等酿酒设施及作坊

遗址，出土百余件碗、盏、盘、杯、缸等生活用具，时间跨度宋至今，



它们再现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工艺全过程，体现中原地区深厚酿酒

文化，是该区域传统酿酒技艺重要实物见证。

2、“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具较高历史与科研价值。该遗址分布面

积总计 340 平方米，现仍为古井贡酒集团重要生产区。七口明代窖池

自建立之始，沿用至今，并仍在使用传统工艺生产优质大曲酒，它们

是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继承与发展，是展示中国传统酿酒技艺的特

殊文物。明清酿酒遗址中出土的明中晚期至清器物和陶瓷器片，表明

古井贡酒手工作坊窖池至少在明代已经存在；此外，在窖池出土界砖，

上刻“正德十年，东北角界”，也进一步印证古井手工作坊窖池至今

已有 494 年历史。

3、“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得到较好保护，“四有”工作均已完成。

鉴于该遗址在该地区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古井贡酒酿造遗址”

具有较高历史、科学价值，具备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条件，建

议推荐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专家签字：

三、公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同级政府文件



（省政府批复文件在审核、批复中，暂用亳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四、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登记表

文物名称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

所在地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

申报单位 安徽省文物管理局 （公章）

申报日期 2009 年 10 月 20 日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登记表

名 称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

时 代 宋至清 类 别 古遗址

所有权 国有 使用人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在地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

海拔

高程

海 拔 22

米 ～

42.5 米

经度
东经 115°33′

—116°06′
纬度

北纬 33°25′

—

34°05′

保护

级别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管理

机构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

介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是安徽古

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酿制优质大曲酒的关键设施。其主体

为七口明代酒窖池、明清酿酒遗址和北院明代古井、南院

宋代古井。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亳州三千余年酒业酿造历

史积淀佐证。据《齐民要术·卷七》载，东汉建安年间，

曹操将“九酝春酒”晋献朝廷，并上表制法，因成宫廷用

酒，此系亳州酒作“贡酒”之最早文献记载。又据《亳州

市志》记载，元末明初，亳州怀氏“忠厚传家珍德兴金良

玉”数代在古井镇建“公兴槽坊”酿酒，所酿“减酒”闻

名于世。明万历元年，“减酒”进贡，受朝廷推崇，此后，

岁岁上贡，因名“贡酒”。康熙、乾隆年间，亳州酒业长

足发展，规模较大。民国时期，亳州酒坊多达 100 余家，

有蒋天源、天源永槽坊闻名于中原一带。建国后，国家将

“公兴槽坊”等酒坊设施划归人民公社酒厂。1959 年，安

徽省政府将其并入省直属酒厂“安徽亳县古井酒厂”。1996

年，该厂改制为古井贡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 年，安

徽省政府将明代窖池群、明代古井及 1992 年发现的南院

宋代古井合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较全面展现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工艺流程。

它集酿酒窖池、明清酿酒遗址、酿酒用水设施于一体，布

局合理，工艺完备。在该遗址范围内相继出土宋、元、明、

清时期酿酒设施。它们为研究苏鲁豫皖地区酿酒历史及其

工艺提供实物证据，具重要历史、科学和社会价值。



申
报
对
象
文
物
构
成
清
单

文物名称 数量 文物类别 现状评估

宋代古井 1口 酿酒设施 较好

明代古井 1口 酿酒设施 较好

明代酒窖池 7口 酿酒设施 好

明清酿酒遗
址

1处 酿酒设施 较好



自然与人文环境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西北部的古井镇（原名

减店）。亳州气候优越，沃野千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有“酒乡”、“药都”之誉，是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

1、地质、地貌及水系状况。“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所处地层属皖

北地层区阜新小区及淮北小区，地表为第四系覆盖。其地质构造为中

朝准地台华北坳陷南缘的界首坳陷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微倾，为典

型堆积性地貌。沿涡河两侧大部区域于全新世晚期（1.5 万年至今）

受黄河泛滥最新沉积，地貌类型为冲积平原。该区域水系属淮河水系，

涡河有西北向东南横贯全境，最终汇入淮河。经省地矿局检测数据表

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所处减店位置的地下蕴藏丰富天然优质饮用

矿泉水，达到国家标准，常年稳定供应量 1000 万吨以上。两口宋、明

古井，系当地知名酿酒取水遗址，尤适酿制优质白酒。

2、气候、土壤及植被状况。“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地处中纬度暖

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气候温

湿，平均雨量适中，物候现象明显，兼具南北气候之长；光、热、水

组合条件较好，水热资源优于北方，光能资源优于南方。表层土壤多

系黄泛冲积，土地开发利用年深日久，富含有机物，利于微生物繁殖，

往下逐步变青黄色、棕黄色、灰黄色亚粘土层和浅黄色亚砂土层，富

含锗、锌、锶等有益微量元素，既宜粮食作物生长，也适制窖、养窖、

酿酒。植被多属暖温带夏绿冬枯阔叶林，森林覆盖率达 23.2%,主要树

种为泡桐、杨、柳、桑、槐、榆、椿等。农业复种指数高达 150%以上，

秋种作物系小麦、油菜，夏种植物为高粱、玉米、大豆、红芋、芝麻、

花生、烟叶及药材等，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小麦中靠山红、红芒糙，

高粱中朝阳红、黑柳子、黄罗伞、铁杆燥、骡子尾等产量较高，此为

酿制优质白酒提供条件。

3、居民及产业发展状况。“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所在亳州市总人

口达 520 万，以汉、回、蒙古、壮、满等民族为主。产业中，除酿酒

业在该区域是传统发达行业外，亳州亦为著名“药都”。早至汉代，此

地即有培植药材习俗。《药典》中以“亳”冠名的药材即有 4种，如亳

菊、亳芍、亳桑皮、亳花粉等，并有 17类 189 种药材在亳州畅销。由

于亳州地理位置适中，兼有水运之利，早在明代，亳州已成全国闻名

中药材集散地。各地药商汇集亳州，因此所建会馆多达 30余家，“花

戏楼”、“江宁会馆”都是清中期以来此地药业鼎盛发展明证。1995 年，

江泽民同志为亳州题词：“华佗故里，药材之乡”。此外，亳州手工

业在历史上也较发达。唐宋时期，这里手工业门类已十分齐全。至明

清，境内作坊、匠舖遍及城乡，多为前店后坊式经营。主要有酿造、



粮油加工、织染、制笔、制作家具农具等行业。其中，纺织业是亳州

重要传统工业，唐时即负盛名，有白居易“亳郡轻纱甲天下”之赞誉。

清雍正时期亳州“贻锦绸”成为贡品。清中期以来，商业推动亳州金

融业兴起和发展。道光年间，亳州玉成交、泰中和等钱庄远近闻名。

清末民国初年，大小钱庄多达 33家，遍布城区街巷。今天，这里是全

国最大黄牛产区，还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商品棉、优质烟、优质丝生

产基地和国家定点鲜活农副产品批发中心。

4、水陆交通便利。“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地处皖西北边陲之华东

大平原地带，南襟江淮，北望黄河，区域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水陆交

通极其便利。今天，京九铁路纵贯全境，311、105 国道和 307 国道在

境内交叉穿过，商（商丘）景（景德镇）高速公路与界阜蚌高速公路

也在抓紧建设，四通八达的公、铁、水路构成便捷交通网络。

5、人文鼎盛，英才辈出。“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所在的亳州市历

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的后铁营遗址、尉迟寺遗址、付庄遗址等大

量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表明，五千年以前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千

百年间，这里哺育出无数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名人贤士，涵盖政治、

军事、思想、文学、科学和书法等领域，其中英名载入《中国历史名

人辞典》的竟达百余人。著名者如：商汤王、老子、庄子、伍子胥、

张良、曹操、曹丕、曹植、华佗、花木兰、嵇康、陈抟等。他们活跃

于各个历史时期，对当时和今天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他

们生于斯，作于斯，为亳州留下丰富古迹和遗产，这里现有国家和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 多处，其中“曹操古运兵道”，“天静宫”和“蒙

城尉迟寺遗址”等享誉海内外。亳州因此人文荟萃，成黄淮一带重要

政治、文化中心。



文物本体状况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主体由明代酒窖池、明清酿酒遗址及两口宋、

明古井构成。它们是古井酿酒文化的核心文化支撑。

一、基本状况

1、明代酒窖池群

窖池是浓香型白酒关键发酵容器。从现代生物技术角度看，它是

多种微生物相互依存度高的载体，集糖化发酵、酯化等多种生化反应

于一体。窖龄越长，窖泥中繁衍微生物越多，产出酒越好。

明清酒窖池共计 122 口(其中明代 7 口，清代码 15 口)位于东经

115°39′33.9″，北纬 33°59′29.2″，海拔 48.2 米。始建于明正

德年间，系江苏南京怀氏所建。经测量，明代窖池结构呈斗状，口大

底小，口沿呈长方形，与作坊地面在统一平面，深约 1.8 米，长约 2.7

米，宽 1.3 米。窖池四壁与底面均敷窖泥。其内壁窖泥，是酿酒主体

生香功能菌（己酸菌、丁酸菌、甲烷杆菌等）繁衍栖息场所。经钻探

发现，池底 5 米以下才见黄土，池底与黄土层间，泥色由深青色转浅

灰色，酒香扑鼻。经化验证明，窖池内窖泥微生物从投粮酿酒糟醅中

得到营养供给，经年累月驯化和富集，已形成庞大微生物生态系统。

1960 年，安徽省工业厅组织专家对明代窖池群窖泥化验发现其中富集

有益菌株达 400 余种，这些古老神奇珍贵的窖池富含大量香味前驱物

质，使得明代窖池愈显珍贵，使之成为古井集团酿制优质白酒的不可

再生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古井集团将其命名为“功勋池”。

2、明清酿酒遗址

与明清酒窖池群相邻。2009 年 3月，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改

造明清酒窖池群展示空间过程中，发现离明清酒窖池 15米距离处，有

早期酿酒遗迹及遗物。在报请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经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抢救性清理发掘，并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

鉴定，明确此为一处典型明清酿酒遗址。遗址面积 76平方米。由上至

下，文化层堆积达六层。在第⑤、⑥层出土瓷碗、瓷碟、瓷盘、小口

罐等器物为明中期器物；在③、④层出土的青花瓷碗、瓷盘、瓷碟等

器物有明晚期特征；②层为晚清时代地层。自下而上，相关出土器物

表明，在古井明代酒窖池群范围内，从宋代以来就有人类酿酒活动存

在。特别是炉灶及下水道的出现，虽为清晚期器物，也表明造酒的延

续。据此可推断自明代有窖酿酒以来，该区域一直存在酿酒过程。

3、宋代古井

共计 1 口，位于东经 115°39′35.2″，北纬 33°59′30.3″，

海拔 43 米。在古井股份有限公司南厂区。此井系 1992 年厂区基本建

设中发现。该年 10月，亳州市博物馆对此开展抢救性清理发掘。井口

距地表 4.8 米，井口呈圆形，直径 0.6 米，井深 4.2 米，井水在井口



0.5 米以下。井为砖砌结构（砖长 29厘米，宽 14 厘米，厚 5 厘米），

井底大于井口，井壁为立砖平砌，平砌 5 层，再立砌 1 层，底盘两层

砖平砌，井底无砖。经亳州市文物部门对砌井用砖及出土文物鉴定，

系亳州首次发现的宋代古井。

4、明代古井

共计 1 口，位于东经 115°39′33.3″，北纬 33°59′35.3″，

海拔 27 米，在古井股份有限公司北厂区。此井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安徽省酿酒代用品调查会议在亳召开期间，在古井贡酒厂区基本建设

中发现。经省文物部门对出土文物鉴定，属明代古井。此井为砖砌井，

井口直径 0.6 米，井深 27 米，井身下部大于井口，井水清冽甘爽，经

测量，富含丰富矿物质。



二、保存现状

1．明清酒窖池群原状保存并延续使用至今

明清酒窖池是古井集团酿制优质白酒的重要资源，至今仍发挥作

用。为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古井酒厂聂广荣、张树森等针对 400 年

老窖池醅子用浆量少、池底渗漏、浆水流失以及池土板结等状况，积

极开展防治老窖池退化创新研究，并首在全国创建标准，解决全国同

类问题。被国家级酿酒专家周恒刚评价为：“这是古井酒厂至今最有价

值的壮举”。随后，古井集团对老窖池建立起专门管理制度，每年投入

80～100 万元，安排专人采取特有技术进行养护，这些保护措施效果

明显，实现对明代窖池有效保护，使得这一祖先流传下的瑰宝得以保

存，其现状相对较稳定、完整，未出现老化，始终是古井集团酿制顶

尖级美酒的发酵设备。

2．“前店后坊”式酿酒布局基本完整，传统酿酒要素齐全

从建窖开始，数百年来明代酒窖池一直沿用至今，酿造美酒，在

其酒坊中所处位置未发生变化，并积极产生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特

别是在明代酒窖池范围内，炉灶、晾堂、水井等酿酒要素的相对位置

未发生变化，基本其保留原始风貌。

3. 宋、明两口古井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淮北地区生活用水大多采集地下，井水对传统酿酒极端重要。

为保护明代古井，不使其因大量生活、工业用水产生枯竭，上世

纪 60～70 年代，古井酒厂在明代古井方圆 800 米外另开辟 11口深水

井，用于生产、生活至今。明代古井水则主要用于勾调高档优质白酒。

宋代古井由于井口本身处于地平面以下近 6 米，为保护好该文物，

古井集团将其作为永久性文化景观，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中展示。



三、风险评估

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剧增以及城市化建设速度加快，使得明代

酒窖池以及宋、明濒危状况愈趋明显。因此，提升明代酒窖池及宋明

古井保护级别，改善当地生态尤显必然。

一是人文因素危及文物生存环境

首先，由于现代工艺大量使用，传统工艺呈现濒危局面，这直接

恶化文物生存环境。砖晾堂、独轮木制车、风车、太平车、木曲模、

天锅、石臼、石磨等传统设备被现代、经久耐用设备所替代，传统技

艺的退化，直接恶化窖池微生物生存环境。其次，由于城市化进度加

快，人口剧增，用水量加大，污染源增多，窖池周边传统人文环境正

在恶化。

二是自然环境影响文物生存环境

由于近十年以来，太平洋西岸均处于“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地区，

直接造成淮北地区降水量逐年减少，涡河水系分支的洪河时有断流，

地表水逐年较少，致使地下水水位逐年降低，直接危及窖池及宋明古

井生存环境。

三是文物本体存在破坏危险

城市化所产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空气、地下水，这也危及

到明代窖池所依赖的微生物环境。

由于以上风险存在，极可能破坏由水质、土壤、气候、空气以及

生物链构成的文物，这对传统白酒这一依靠开放式生产的地域性资源

产品品质发生消极变化，这也使得亳州古井贡酒集团最为重要历史文

化遗产面临濒危局面，甚而至于危及亳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因此亟待得到国家与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采取有效保护措施，改善

环境，使得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



历史沿革

亳州是三朝古都（商汤、三国曹魏、元末龙凤政权）、全国首批历

史文化名城。这里人文璀璨，物产丰饶，商贸繁荣，有“小南京”之

誉。该地自古盛产美酒、药材，有“酒乡”、“药都”之誉。“古井贡酒

酿造遗址”是亳州标志性酿酒古遗址群。

亳州地区酿酒历史发轫于商周，兴盛于汉唐，鼎盛于明清。

夏末商初，亳州北部为成汤“南亳”之地，此时即有“饮必祭，

祭必酒”、“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习俗。

春秋时期，当地人用古井泉水酿酒，此后酿酒业相沿不绝。

东汉建安年间，据《齐民要术·卷七）》载，曹操将亳州“九酝春

酒”晋献给献帝，并上表阐明“九酝春酒”制法。曹操在《上九酝春

酒请奏》中说：“臣具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用曲三十斤，流水

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法，滓

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

“九酝春法”是其时亳州造酒技术的总结。

南北朝时期，减店（现古井镇）酒业兴盛，所产“减酒”以色、

香、味俱佳名噪一方，成宴客上品。民谚曰：“涡河鳜鱼黄河鲤，减酒

胡芹宴佳宾”。

五代时期，亳州人陈抟（道号希夷）用洺河水加粘谷，酿制出“洺

流酒”，亦称“希熬酒”。此酒性温，舒筋活血，中医多用其入药，成

亳州特产。

宋熙宁十年，《亳州志》载：酒课（税）达 10 余万贯，居全国第

四。足见亳州酿酒业之兴盛。

明代，亳州减店（现古井镇）成为酿酒中心，怀忠义在减店建窖，

创建“公兴槽坊”，以“老五甑”法酿酒，酒名“怀花”。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怀氏后人继承先辈“公兴槽坊”窖

池， 酿制“怀花酒”。

明万历元年，归德府减酒进贡朝廷，备受推崇。后将“减酒”岁

岁上贡，因名“贡酒”。这一时期，减店镇酿酒一度兴盛，大小酿酒坊

达数十家之多，产品行销安徽、河南、山东等省，颇有声誉。

清代，怀氏继承人怀兴万在继承“公兴槽坊”之“老五甑”酿酒

法同时，对品种进行改良、增添，使单一大曲酒发展到色酒、老酒、

福珍酒、药酒等系列产品。并通过清官员，将酒呈朝廷，延续贡酒历

史。



民国，受社会时局影响，酿酒业整体不景气，怀氏所开创的“公

兴槽坊”酿酒规模收缩。

1958 年，“公兴槽坊”所属明代窖池群及明代古井划归人民公社

酒厂。

1959 年，省政府将其并入省直属酒厂“安徽亳县古井酒厂”。

1996 年，该厂改制为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古井

集团。

1998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明代窖池群、明代古井及 1992 年发

现的南院宋代古井合并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完善文物

“四有”工作。

2003 年 4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批准了“古井贡酒”

为原产地域产品，并从即日起对酿酒窖池群及水源地实施原产地保护。

2004 年 5月，古井贡酒酿酒园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工业旅游

示范点。

2006 年 11 月，以古井酒文化博物馆为窗口，加上千年古井、百

年窖池和酿酒车间一起组成的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定为

AAA级旅游区；2008 年 10月，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永久性古代酒文化研究与参观的遗址景观园

区。

2008 年，古井贡酒传统酿制技艺被省政府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2009 年，在改造明代酒窖池群展示空间过程中发现明清酿酒遗

址。



价值评估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应划分到“古遗址”中“手工业设施和构

筑物遗址”类，它是苏鲁豫皖地区浓香型技艺流派的典型实物代表。

该文物保存现状良好，从明代沿用至今，具较高历史、科学和社会价

值。

1、历史价值

在明代窖池边出土“正德十年（1515 年）”字样界砖表明古井贡

酒明代窖池群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距今已有 494 年历史，且发挥积极

作用。其建窖格局、传统工艺得到全面保存与继承。明万历元年，祖

籍减冢店的沈鲤曾任阁老，他将家乡产美酒“减酒”上献于朝廷，归

德府（今商丘县）的宋家仁阁老在明神宗庆典上，将“减酒”进贡朝

廷，“减酒”因此名动京师。《中国名酒志》第 31页记载，“古井贡酒

系古井泉水酿造。自明万历年间起，在明清两代均为进献皇朝之贡品，

故得贡酒之名”。清代，减酒极盛，“公兴槽坊”所产减酒远销苏、豫、

皖、鄂等地区，被誉为“怀家一枝花”，更有民谚“胡芹减酒宴贵宾”

之说。可见“贡酒”声誉之高。而此皆以“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为基

础而酿造，它是苏鲁豫皖地区传统酿酒工艺典型代表，具有极高历史

研究价值。

在 1958 年、1992 年、1994 年以及 2009 年，在“古井贡酒酿造遗

址”的明代窖池群范围内陆续发现宋至清以来的酿酒及生活用品遗存，

以及炉灶、排水沟、水井等酿酒文化遗存。这些文物调查及清理发掘

工作成果表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

酒”产生、形成及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

2、科学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自明正德年间开始建窖酿酒，已成古井集团

不可或缺珍贵财富与遗产。经科学测定，明代酒窖池中的有益微生物

多达 400 余种，已形成庞大微生物体系，它们相互依靠，互为补充，

并已驯化成独立生态系统。由于这些微生物大量富集，持续发生良好

酿酒作用，使得“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成为传统酿酒工程中的重要实

验室，因此具有极高食品发酵科研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一处较全面展现传统酿酒工艺流程的手工

业设施遗址。它集明清酿酒窖池遗址、酿酒用水遗迹——宋、明古井、

晾堂等酿酒设施于一体，布局合理，设施配套，工艺独特。特别是开

放式的生产、发酵，与众多现代的生产酿造设施、设备今昔对比，它



是展示中国酿酒工艺传统工艺流程的生动科研课堂。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开展的四次文物调查情况初步揭示了亳州

地区传统手工酿酒的基因密码。尤其是它反映了传统酿酒技艺中各个

要素间的关系以及亳州地区物候变化特征，如地下水变化、泥窖池坚

持小型建窖等内容，对于深入研究淮河流域白酒酿造体系和古代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3、社会价值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为古井贡酒发展积淀深厚文化底蕴，古井贡

酒因此成为中国名酒中的驰名中外品牌，并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作为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的“古井贡酒”，自 1963

年在全国第二届白酒评比会上跻身全国八大名酒之列，连续四届蝉联

国家金奖。评酒专家评语为“颜色清澈如水晶，香醇如幽兰，入口甘

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古井贡酒因此名噪海内外。1988 年，在法

国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博览会获“金夏尔奖”，是本届唯—获奖的中

国名酒。1992 年，古井贡酒获美国“首届葡萄酒白酒国际博览会金奖”、

“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等国际殊荣。1999 年，“古井贡”商标

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2003 年，国家质检总局宣

布对古井贡酒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05 年，古井贡酒成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2007 年，古井集团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成立“中国淡雅

香型白酒研究院”。2008 年，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永久性古代酒文化研究与参观的遗址景观园

区。

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达古井

集团检查指导工作。启功、罗哲文、孙轶清、秦含章、周恒刚等名人、

专家也关心古井的文化建设。据中国权威机构认证，“古井”品牌价值

已达 57亿元。安徽古井贡酒集团作为国家大型企业，年创产值达二十

亿，是中国第一家上市酒类企业，是亳州乃至安徽省最为重要名酒企

业，是亳州地区重要经济支柱。古井集团因“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旺

盛文化生命而充满生机。古井集团通过合理利用好“古井贡酒酿造遗

址”的遗产价值，正创造出巨大经济与社会效益。



相关研究情况

相关研究情况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古井贡酒集团各类申报材料

1、《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材料》，1998 年。

2、《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申报材料》，2008 年。

3、《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2009 年。

4、《原产地域产品·古井贡酒》国家标准，卢建春、魏威、周庆

伍。

5、《地理标志产品·古井贡酒》国家标准，卢建春、魏威、李安

军、万春环。

二、古井贡酒集团酿酒技术研究成果

1、《利用大口径毛细管柱直接进样快速测定白酒中的乳酸乙酯和

己酸乙酯》，郭文杰，《酿酒科技》，1995 年。

2、《漫谈饮酒上头与酒醉》，郭文杰、卢建春，《酿酒》，1998 年。

3、《大曲酷酵母菌及窖泥生香菌耐酸能力的研究》，刘丛艾、穆文

斌等，《酿酒》，1999 年。

4、《大曲糖化力、发酵力最佳关系的研究》，刘丛艾、穆文斌等，

《酿酒》，2000 年。

5、《古井贡酒特征香味成分的研究》，郭文杰、卢建春，《酿酒科

技》，2001 年。

6、《白酒的陈化、老熟与容器和时间关系——不同容器对白酒质

量的影响》，郭文杰,卢建春等，《酿酒科技》，2001 年。

7、《利用 HPLC 测定白酒中乳酸的研究》，张建林、穆文斌等，《酿

酒》2003 年。

8、《酵母菌的分离及其特性的研究》，穆文斌,余让扬,袁志强，《酿

酒》，2004 年。

9、《大曲培养过程中生酸规律的研究》，刘国英，穆文斌等，《酿

酒科技》，2004 年。

10、《白酒中四大酸与酯平衡常数及其特定酒度下平衡比值的研究》

穆文斌、方颂平，《酿酒科技》，2005 年。

11、《生香微生物功能性营养液的研究及其应用》，穆文斌、汤有宏

《酿酒》，2007 年。

12、《已酸等有机酸对酒醅发酵影响的研究》，汤有宏、穆文斌，《酿

酒科技》，2007 年。

13、《白酒固态发酵温度变化与产、质量关系的研究》，周庆伍，《酿

酒》，2008 年。

14、《提高气相色谱法测定白酒中微量成分准确性的探讨》，刘国英、

http://www.ilib2.com/Class.aspx?Query=%E7%A9%86%E6%96%87%E6%96%8C
http://www.ilib2.com/Class.aspx?Query=%E4%BD%99%E8%AE%A9%E6%89%AC
http://www.ilib2.com/Class.aspx?Query=%E8%A2%81%E5%BF%97%E5%BC%BA


穆文斌等，《酿酒》，2009 年。

15、《淡雅型古井贡酒生产工艺探讨》，周庆伍、穆文斌、汤有宏，

《酿酒》，2009 年。

16、《生香微生物功能性营养液的研究及其应用》，刘从艾、穆文斌

等，1998 年安徽省科技进进步一等奖。

17、《制曲浆水综合利用的研究》，纪志军、刘从艾等，1998 年通

过安徽省成果鉴定。

18、《三联甑的研制及其在酿酒生产中的应用》，刘从艾、徐怀玉等，

1998 年通过安徽省成果鉴定。

19、《运用生物固定化增殖细胞技术提高大曲发酵力的研究及应

用》，王锋、穆文斌等，2008 年安徽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20、《采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古井贡酒中的风味物质》，黄艳梅、

卢建春等，《酿酒科技》，2006 年。

21、《成品酒中结晶、沉淀物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法的探讨》，穆文斌、

汤有宏等，《酿酒》，2006 年。

22、《利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析白酒中甲醇和高级醇类》、黄艳梅、

卢建春等，《酿酒》，2001 年。

23、《杂醇油测定误差原因和改进措施》，穆文斌、刘国英等，《酿

酒科技》，2004 年。

24、《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白酒中铁、锰》，黄艳梅、程巢宣等，

《酿酒科技》，2005 年。

25、《胡萝卜酒及其酿制方法》，穆文斌、刘从艾等，2003 年安徽

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三、古井贡酒集团企业文化研究及宣传

1、《古井贡获全过市场调查国产品牌排行前十名》，人民日报，1996

年。

2、《古井获中国脊梁”国有企业 500 强第 323 位》，经济日报，1995

年。

3、《古井获 95中国工业饮料白酒制造业第三》，经济日报，1995

年。

4、《古井贡酒获国家名酒金质奖》，人民日报，1995 年。

5、《古井酒厂获 1993 年全国饮料制造业利税 10强第四》，经济日

报，1994 年。

6、《古井酒厂晋升为安徽省白酒行业首家（国家大型企业一档）》，

安徽青年报，1993 年。

7、《国家科研成果证书（古井酒糟综合利用）》，国家科委，1992



年。

8、《古井运用“双层泥发提高浓香型名酒大曲酒比率》，安徽省科

委，1993 年。

9、《曹杰：一片丹心在“古井”》，尹贵超、姜江，华夏酒报，2009。

10、《古井贡酒真诚贡献天下》，刘伟，安徽工人日报，2008。

11、《古井重塑淡雅美酒精神》，古宣，中国食品报，2008。

12、《回归重塑品牌调整构建实力》，吴广森，中国食品报，2008。

13、《曹杰：以“极限制造”重塑美酒精神》，安再祥，中国工业报，

2008。

14、《古井贡入选中国白酒工业十大影响力品牌》，安徽工人日报，

2009。



调查、考古、保护、展示工作

一、调查、考古工作

前后共计开展四次调查、抢救清理发掘工作：

1、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明代古井。根据文献调查，《亳州市志》

记载，南朝梁武帝萧衍大通四年（532）年，南梁与北魏交战过程中，

魏独孤将军与梁大将元树鏖战于减店地区。由于独孤将军因久战不克，

愤将金锏、长戟投于井中。后人遂于此建独孤将军庙，并掘井 20眼（一

说 24 眼）。相传此明代古井即为其中之一，后经文物部门鉴定系明代。

井水清澈甘美，当地人多采集此井水饮用、酿酒。

2、上世纪 90年代发现宋代古井。根据对井中淤泥所出土的陶瓷

片以及建筑构件（板瓦、刻花砖）进行鉴定，均系宋代。

3、1994 年，在明代酒窖池群车间改造过程中，在明代酒窖池东

北角发现一块界砖，上刻“明正德十年东北角界宋号”。经省文物部门

专家调查和鉴定，系名为“宋号”之客栈在明正德年间划分地界所用。

4、2009 年 3 月，在改造明代窖池车间过程中，古井股份有限公

司偶然发现明代窖池群范围内有早期建筑遗存，当即停工，并报请省

考古研究所开展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共经历三个阶段，发现大量明代

中期至今各时期的遗物。遗物主要包括碗、盏、盘、杯、瓮、缸、碟、

盆等陶、瓷器生活用品；瓦、砖、方砖等建筑材料。并在属清代晚期

地层中发现酿酒炉灶、排水沟、晾堂等遗址。此次调查表明，在明代

酒窖池群范围内一直延续存在酿酒行为。

二、保护工作

1、提升保护级别。亳州市人民政府和古井贡酒集团历来重视对历

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文物保护理念较强。作为古井酒文化的集

中体现——百年窖池、宋明古井，经市政府推荐，1998 年被安徽省人

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文物单位；2003 年 4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正式批准“古井贡酒”为原产地域产品，并从即日起对其实施

原产地域产品保护；2008 年，古井贡酒传统酿制技艺被省政府列入“安

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亳州市政府与古井贡酒集团积

极申报国家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2、推进科学研究。以技术中心、企业文化中心、集团文化博物馆

等为科研核心力量，积极开展相关基础科学和文化研究，助推文物保

护工作。如：查枢屏《古井贡酒微量元素分析》、《古井色谱表》、《勾

兑与储存技术规范》等，是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自主研究成果；



与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对古井酿酒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重

要成果，如对明清酿酒遗址的发现与研讨会的组织开展；同时，利用

电视、网络、报纸等为平台，记录、整理、发掘古井历史资源，提高

文物保护意识和利用水平。

3、制定保护规划。为进一步保护文物主体，发挥文物的公益展示

作用，古井贡酒集团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将现有酒类文物保护

争取纳入到《亳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此外，还积极开展相关保

护工作。如对宋明古井的维护，共计开展了三次工程，累计经费达 80

余万元。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征集与古井发展历程相关文献、文物

工作，现已征集到各类传统手工工具、照片、文献达 1200 余件，累计

经费达 46万元。并于 2008 年 7月，与亳州市文物部门合作，筹划编

制古井贡酒文化遗产本体保护规划，确保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目前，以委托省考古研究所开展明代酒窖池内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

规划文本也正在初拟阶段，预计在 2010 年 12 月完成，将按程序报省

文物部门审批。

4、完善基础设施。古井贡酒集团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老窖池群

专项维护经费和科研工作，并且保持 20%的逐年增长费用。历年来，

通过古井贡酒集团自筹资金，先后开展若干次保护维修工程。如：1996

年，古井投资 3000 万元兴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一万两千

吨，有效地防止了当地水污染和环境污染，确保水质能够满足酿造古

井贡酒产品质量需要；1991 年至 1995 年，投入资金 1800 万元兴建和

维修古井亭、古井园、古井贡酒酿酒园区、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古井

酒文化博览园；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投入资金 120 万元；申报

古井贡酒“中国驰名商标”投入资金 10万元；申报古井贡酒原产地保

护投入资金 20万元，申报古井贡酒国家标准投入资金 15万元；1994

年，为引进 ISO9000 标准管理体系和搜集整理古井贡酒传统酿造工艺，

共投入资金 120 万元。

三、重视展示宣传

为了便于古井贡酒传统酿造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收藏、

研究,1995 年古井投资兴建了古井酒文化博物馆。该馆被誉为华夏白

酒第一馆，已成为亳州的一张城市名片。2004 年 5月，古井贡酒酿酒

园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2006 年 11 月，以古井

酒文化博物馆为窗口，加上宋明古井、百年窖池和酿酒车间一起组成

的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定为 AAA 级旅游区。2008 年 10



月，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四有”工作情况

一、保护管理机构

1、企业自我管理机构健全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的所有和使用单

位，其下设古井酒文化博物馆为该遗址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保护经

费多为自筹解决。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井酒文化博物馆现有职工 70人，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60%，内设管理科、绿化科、档案室、文物室、保

安队、消防队，负责对遗址内的古建、文物、古树环境的保护管理工

作。

2、政府高度重视

古井贡酒业作亳州市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对其遗址保护工作得

到亳州市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成立了文化遗产工作领导组，相关

部门积极参与，共同保护文化遗产。

二、保护范围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均已划定，划定机关为

亳州市人民政府，并已设立有保护标志（见附件材料）。

三、保护标志

该遗址在古井贡酒业北院古井、南院古井及窖池遗址处，分别树

立“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四、记录档案

古井贡酒集团档案馆属于国家一级。对涉及古井贡酒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档案材料，档案馆确定专人负责保管及整理。如 1998 年，安徽

省人民政府将“古井贡酒‘古井’、‘窖池’”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2008 年，“古井贡酒传统酿制技艺”被省政府公布为第

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档案馆均一并作好规范管理，建档，

备案工作。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档案管理严格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文物档案案卷号的编制规则》建立档案。包括：

主卷（文字卷、图纸卷、照片卷、保护规划及工程卷、文物调查

及考古发掘卷、文物保护工程及防治监测卷、电子文件卷、续补卷）；

副卷（行政管理文件卷、法律文书卷、大事记卷）。



安全保卫情况

古井文化博物馆设立有专职安保队和消防队，严格按《文物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事业单位内保工作条例》、《消防法》等

相关法规，对文物进行保护。目前，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已在市文物部

门和消防大队的协助下，以古井酒文化博物馆为管理主体，建立起有

关文物、消防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对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进行规范和

有效的管理。



下一阶段保护、管理、使用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亳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进一步做好“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的保护工作。为此，拟在以下

几方面做好相关工作。

一、强化文物主体保护

1、实施静态保护。主要包括：

（1）进一步开展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相关古代酒作坊、酒库、

古井、窖池、酒铺的调查研究，摸清古井贡酒传统酒文化发展脉络。

（2）将所有普查研究资料归类、整理、建档、保存。

（3）根据史料提供烧酒生产区域，到实地开展收集烧酒史料工作。

2、实施动态保护。主要包括：

（1）在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进一步完善传统白酒酿造技艺展示。

（2）古井酒文化博览园进一步加大民间民俗传统酿酒器具、口碑

传说及酿造技艺的征集。

（3）以商汤、老子、曹操、陈抟、华佗、花木兰等名人故里、“药

都”为主题，结合“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底蕴为主线，打造“酒功（能）”、

“酒德”、“酒道”的古井酒文化探源之旅。

（4）建立一年一度的“亳州白酒文化节”，参观古井贡酒烧酒传统

酿造工艺过程。

二、开展文化遗产研究

1、在古井贡酒集团设立酒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积极争取政府部

门支持，协调兄弟单位，强化“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挖掘、宣传、包

装及打造。

2、强化古井贡酒文化研究、宣传及教育工作

（1）围绕“古井贡酒酿造遗址”，鼓励社会及各人对古井酒文化

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2）强化古井文化资源研究，如：徽商文化、名人文化、饮食文

化的研究，打造一批与古井贡酒有关的文化产品。

（3）将古井酒文化带进亳州大中小学的课堂、社科论坛讲座、媒

体，引导市民了解、认识、热爱古井酒文化，引导大众进行健康、科

学、时尚的酒文化消费。

三、搭建遗产保护体系

1、以“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申遗为契机，争取市政府支持，将亳

州珍稀窖池资源保护起来。逐步建立从市到国家级的酒类文物保护体



系。

2、亳州市政府牵头邀请国内酒窖遗址考古专家、中国白酒协会专

家，举行两次高规格白酒遗址包括研讨会，把有关国内白酒酿酒遗址

研究成果结文成集，使传统烧酒酿造技艺理论得以留下珍贵资料。继

续加大传统酿酒技艺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的申报工作，力争通过

申报平台，统一全市认识，为提高古井酒业文化核心竞争力，提供强

大软实力支撑。

四、制定遗产保护目标

科学制定《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保护规划》及《整治修缮规划》，真

实、完整保存“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历史信息，充分展示其文化价值

及内涵，实现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

2010 年度：成立保护机构、专家咨询机构，制定保护方案，落

实专项资金，由市政府公布一批古井贡酒酿选工艺师名单、将一批百

年以上窖池申报为市保，为“国保”、“国家级非遗”提供雄厚遗产实

体支撑。在此基础上，落实 40万元，向国家申报几名中国烧酒酿造工

艺大师。

2011 年度：进一步收集“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资料，建立古井

贡酒传承人档案库，研究和出版“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书刊。同时收

集和保护好与“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有关的生产工具、器具、出土文

物，落实 20万元。

2012 年度：完成对“古井贡酒酿造遗址”防渗水、防风化、砖土

体构筑物加固、防污染等保护工程，争取资金 500 万元。

2013 年度：整治危害“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环境和历史风貌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争取资金 300 万元。

五、打造遗产演示品牌

以“AAAA”级旅游景区建设为切入点，围绕“古井贡酒酿造遗址”，

加大经费和人力投入，提升古井博览园解说人员文化遗产管理素质，

打造国家级酿酒文化遗产永久性景观，向广大群众宣传爱护环境，保

护遗产，构建亳州“和谐精神家园”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向广大开放

更广阔传统文化展示空间，逐步建立起企业支撑，政府支持，全社会

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管理体系。



五、图纸

1、“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地理位置图（省域位置图）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地理位置图（市域位置图）



2、“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实测总平面图



3、“古井贡酒酿造遗址”主体建筑平面图















六、照片

1、“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全景照片



2、“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正侧面及重要部位照片

明代酿酒窖池群

明代酿酒窖池群



保存于地下的南院宋代古井

保存于北院的明代古井



明清酿酒遗址全貌



明清酿酒遗址局部照



明清酿酒遗址中的酿酒设施（炉及排水沟）

明清酿酒遗址中的排水沟细部照



3、附属文物及其重要出土文物照片

明代窖池群测出土的“正德十年东北角界宋号”界砖

明清酿酒遗址出土的青花瓷酒杯（清）



明清酿酒遗址出土的青花瓷酒杯（明）

明清酿酒遗址出土的青花瓷碗（明）



明清酿酒遗址出土的青花酒杯（明）

明清酿酒遗址出土的酒罐（清）



“古井贡酒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成果论证会”
论证意见

2009 年 10 月 29 日 15 时，于安徽省合肥市古井假日酒店五楼

召开了“古井贡酒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成果论证会”，通过现场观

看出土实物、听取考古队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科技大学考古系对出土

植颗粒的鉴定及相关佐证，我们认为：

一、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古井贡酒作坊遗址的发掘是严格按照

考古发掘的有关要求，规范、科学进行的。工作细致，资料完备，成

果显著。

二、在古井贡酒手工作坊窖池的地层内，出土了大量与酒有关

的明代中晚期至清晚期的器物和陶瓷器片，表明古井贡酒手工作坊窖

池至少在明代已经存在；另外，在窖池边出土的界砖（上刻：正德十

年，东北角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古井手工作坊窖池至今已

有 494 年的历史；

三、地层关系清晰，自下而上，宋、明、清器物和陶瓷器均不

同程度的出现，表明在古井手工作坊范围内，从宋代以来就有人类活

动和酿酒的存在，并且是连续不断的，特别是炉灶及下水道的出现，

虽然是清晚期的器物，也表明了造酒历史的延续。

四、此次发掘的面积较小，出土的器物还不太丰富，从规模上

看，尚不够完全反映此地区古代酒业发达的历史。为此建议：

一、是在现有发掘的基础上，科学论证后扩大发掘面积，进一步

充实论证本地区甚至整个中原地区酒生产及文化相关实物。

二、是对于现有的发掘现场，要做进一步的保护，巩固考古发掘

成果。

时间：2009 年 10 月 29 日

专家签字：



“古井贡酒作坊遗址考古发掘初步成果论证会”专家职务介绍

李修松 安徽省文化厅 副厅长 教授

陈建国 安徽省文物局 局长

李虹 安徽省文物局 副局长

张宏明 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处 处长

张居中 中国科技大学 教授

罗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周京京 安徽省文物鉴定站 站长 副研究馆员

李广宁 安徽省文物鉴定站 副站长 研究馆员

杨立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 研究馆员

宫希成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馆员

贾庆元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主任 副研究馆员

古井酿酒作坊土壤样品鉴定报告

日期：2009.10.20
土壤样品特征描述:

共五份土样：古井博物馆手工酿造车间距地面 1.6米处、2 米处、3.45米、4.6米和古

井博物馆窖池。

土样重量在 40-200g
1.古井酿造车间 距地面 1.6米 土质黑灰色 未见明显植物残骸、质地较松。

2.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2米 土质黑色，松软，颗粒较小，未见明显植物残骸

3.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3.45 米，风干前呈黄棕色泥块。风干后灰色土块，质地较硬，

未见明显植物残骸。

4.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4.6米样品，土壤灰褐色，颗粒较大，未风干前较粘，未见明显

植物残骸。

5.古井酿造车间窖池 土壤颜色灰白，颗粒较大，有较多的稻壳。

鉴定项目

植物大遗存和植硅体分析

鉴定结果

1. 古井酿造车间 距地面 1.6米土样

含有禾本科杂草炭化种子

植硅体种类有哑铃型、齿形球型、扇形、尖形、导管形、护卫细胞形、长方型、短鞍形，

其中扇形植硅体的数量最多。经分析，主要是来自禾本科、莎草科植物。

扇形植硅体



为黍亚科的大型植物硅酸体，可见于狗牙根等草类。

禾本科大型植硅石，可见于芦苇、水稻等作物中。

哑铃型



圆滑三铃型，常见于硬杆子草、雀稗、求米草、铜锈草、金矛等。主要发育自植物茎部。

2. 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2米
未发现炭化植物遗存。

植硅体种类有哑铃形、短鞍形、齿形、球形、扇形、尖形、棒形、帽形、长方形。和

距地面 1.6米的土样相比，植硅体的种类增多，哑铃形的植硅体数量增多，扇形植硅体

数量减少。其来源主要是禾本科作物。

扇形植硅体

禾本科大型植硅石，可见于芦苇、水稻等作物中。

哑铃型植硅石

常见于有心叶稗，无芒稗，五节芒，芒，斑芒等禾本科作物。



常见于筒轴草、白羊草、野黍、雀稗、芒等。

3. 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3.45米
未发现炭化植物遗存

植硅体种类有尖形、扇形、长方形等，风化较严重，且种类和数量都较少。

棒形植硅体

禾本科、莎草科作物中都有发育。

严重风化的植硅石



4. 古井酿造车间距地面 4.6米样品

莎草科炭化种子 1粒

禾本科炭化种子 7粒（破碎）

雨久花科种子 1粒



植硅体种类有扇形、尖形、齿形、哑铃形、帽形、鞍形、护卫细胞型等，种类丰富、

数量较多。经分析植硅体主要来源是禾本科植物。

禾本科植物硅酸体

扇形

有长方形基盘的宽柄扇形，常见于心叶稗，求米草等。

版型



含有护卫细胞型，哑铃型，鞍形，齿形植硅石，可能是稻亚科的水稻、假稻、茭白等

发育成的版型。

其中的哑铃型植硅体，常见于芒稗、稗、毛花雀稗、大油芒等。

5. 古井酿造车间窖池

未炭化稻壳，



植硅体的种类和数量较少，有圆形、棒形、尖形、哑铃形、扇形等

常见于五节芒等。

刺状棒形

可见于水稻等。

结论：在古井酿酒作坊土壤发现的植物遗存主要是禾本科，其次是莎草科植物遗存，

其他的植物遗存较少。



4、文物保护标志照片

古井贡酒之窖池保护标志

古井贡酒之古井保护标志



5、相关佐证材料

古井贡酒古井井水质监测证书



法国巴黎第十三届国际食品博览会获“金夏尔奖”

美国“首届葡萄酒白酒国际博览会金奖”



国家颁布的古井贡酒原产地保护范围图



1991 年乔石同志视察古井

江泽民同志视察古井



李瑞环同志视察古井酒文化博物馆

温家宝同志视察古井酒文化博物馆



朱镕基同志会见古井集团代表

吴邦国同志会见古井集团董事长



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为古井酒文化博物馆题词



中国白酒专家秦含章先生为古井集团题词



中国已故白酒专家周恒刚先生为古井集团题词



国家文物局专家孙轶青为古井酒文化博物馆题词



中国白酒专家对古井贡酒白酒鉴评意见





古井酒文化博物馆一角

古井亭一角



6、人文环境照片

花戏楼照片

小洪河（涡河支流）



减王冢遗迹

亳州老街

封三



珍藏于古井酒文化博物馆里不同时代的青铜酒器

封底

“古井贡酒酿造遗址”全景



顾主编：排版时如果有空白页大的地方，有劳将下面一些照片放在里

面。以下为珍藏于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古代酒器

南宋时期小酒壶



汉代陶器小酒壶

唐末黄瓷小酒壶



商代清铜酒爵



西周铜爵





大清乾隆年间银酒壶


	古井贡四处酿酒遗址被列为“国保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