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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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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

总面积达数万平米的象山花区，

犹如仙女手中魔棒下的世界。她轻轻

一舞，石象湖一转眼变成了童话故事

中无边无际的花花世界。犹如绒绒线

团般的花毛茛十足的逗人喜爱，冰岛

虞美人和二月兰占据了花区主要面

积，花海延绵，叠加交织，好一派田园

风光。 德国鸢尾绽放蓝紫色的光彩，

乘风起舞，独具风范。

在石象湖心是自由的，你可以尽

情在花海田埂上穿梭，或倾慕那片片

壮丽花海，或为你珍爱的那株孤寂的

花朵，静静拍下它生命的璀璨。

垂钓

石象湖现在可以钓鱼啦！石象湖

和妙音湖都有充沛和优质的水源，湖

鱼鲜美养生。垂钓是一种十分注重技

巧和良好心态的运动。“石象湖生活

方式”倡导自然的休闲度假体验。在

石象湖曲折幽深的湖面上，泊一叶扁

舟，搭起渔竿，享受湖水清幽的心境。

品茗

在成都周边能找到如此天蓝水

清的自然环境，就在石象湖。在万物

复苏、 春暖花开的时节来到石象湖，

不仅可以欣赏春色美景，观赏春茶生

产的全过程，还可以体验一番采茶和

制茶带来的乐趣。石象湖采茶给人带

来的不仅是欣赏之美，更是一种心灵

回归。

石象湖雀舌，享有“早市名茶”

之称，茶叶扁平挺直，形似鸟雀之舌，

具有“香高、色翠、味醇、形美”的独

特品质特征。 清明前的雀舌色翠叶

嫩，更是一年的佳品。小酌一杯，唇齿

留香，回味悠长。想在青山绿水间品

味茶香飘逸， 邂逅美丽的采茶姑娘，

感受茶农的真实生活吗？目前正值石

象湖万人骑游嘉年华火热进行中，骑

上你的爱车，在万亩花海与青山绿水

中迎风翱翔，扑面而来的是清新宜人

的氤氲茶香……还不打点好背包，即

刻出发！

静心

在石象湖的日子，可以彻底把心

绪放下。800亩湖面，沟壑婉转，随着

乌篷船划向湖面深幽处，心境亦如湖

景一样平静了许多。 抛开工作的烦

扰， 把石象湖的慢生活留给家人。陪

老人聊天，陪孩子游戏，在石象湖象

泉山庄独栋别墅后方都有一个专属

独立的庭院。荡秋千、打羽毛球、玩游

戏、 烤烧烤……让忙碌的心慢下来。

逃过城市的喧闹，褪去霓虹闪耀的外

衣，不见了熙来攘往人群。这里，是你

再也不忍离去的宁静，停下脚步的彼

岸。夜晚，枕着花香入梦，清晨，伴着

鸟语苏醒！ （王荣）

石象湖 多彩慢生活

4月的石象湖依然春色明媚，

花海灿烂。不过，除了赏花，石象

湖多彩的生活也是它天然的属

性。

景区门票挂牌价 60元 /人 ：

1.3-1.4米儿童， 大中小学生，60岁

以上老年人、 军人凭有效证件享受

半票30元/人优惠。残疾人凭有效证

件免费入园。

■

美食：

象山餐吧：中式套餐、简餐。特

色菜：香菇鸡肉、小炒肉。

象山餐厅：桌餐、团餐。特色菜：

生态跑山鸡爪，生态野菜；文靖楼湖

鲜馆：桌餐，小吃。特色餐：石磨豆花

鱼，吊锅饭。

■

住宿：

景区内象泉山庄别墅度假酒店，提

前一天预订，价格根据房型400-1000多

元不等。提供自助早餐服务。

■

班车：

新南门有班车直达景区

上午：9点和10点各有两班车直

达景区

其余时段成都滚动发车至蒲

江，可在蒲江搭乘面包车前往景区，

面包车费用约5元/人

■

自驾车：

高速：成雅高速、邛名高速、乐

雅高速均可达

大件路:�石羊场-新津-寿安-

蒲江-石象湖

成新蒲快速路： 草金立交-新

津-牟礼镇-蒲江-石象湖

■

景区地址：

成雅高速路86公里出

口处“石象湖服务区”

■

咨询电话：

028-88591888

■

酒店前台：

028-88591666

走近波尔多的温柔酒乡

由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仅仅1小

时的飞行距离， 时空就在巴黎市区的

繁华与波尔多四季葡园间完成切换。

作为法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 波尔多

拥有阳光、 沙砾和海洋。 夏季炎热干

燥、冬季温和多雨，有着葡萄生长最适

合的地中海气候。 过去的几百年间波

尔多孕育了11万公顷葡萄园的同时，

也让自己成为世界葡萄酒的中心。

波尔多的酒庄上万家，整个波尔

多地区年产葡萄酒7-8亿瓶，能称得

上佳酿的名庄酒仅占总产量的5%而

已。 世人对波尔多葡萄酒的认知程

度，可以说全球任何一个葡萄酒产区

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几百年间的种

植传统与人文传承，这里已经成为法

国最具代表的葡萄酒产区了。

当法国波尔多地区每年11月的

葡萄采摘季相继进入尾声的时候，位

于 波 尔 多 右 岸 圣 埃 米 利 永

(Saint-Emilion)产区的酒庄已开始酝

酿着对新一个年份的期望。在波尔多

众多A.O.C.法定产区中，圣埃米利永

可以说是一个耀眼的产区。让葡萄酒

爱好者们一直心仪的白马庄和欧颂

庄是圣埃米利永地区杰出酒庄代表。

做客白马庄，品鉴珍稀年份

11月的初秋，圣埃米利永的天空

隐晴不定，时而云淡风轻，时而秋雨

绵绵。从圣埃米利永产区到索泰尔那

产区，公路两旁都是延绵数里的葡萄

种植区以及隐匿于其中的酒庄。1830

年建成的白马酒庄里，略显古朴与陈

旧的木地板与墙上的老油画透出时

光雕刻的痕迹。

整个白马庄主要由老庄园和一

个集生产车间、酒窖和品酒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酒厂两部分组成。 从外观

看，这座由混凝土材料打造的白色建

筑更像是一个公共建筑。由室外的木

台阶一路上到屋顶， 那里可以360度

远眺周围的葡园。 在葡萄成熟的季

节，你可以想象人们穿梭在葡园辛勤

采摘的忙碌景象。

得益于葡萄园的优质土壤和特

别的葡萄品种调合技术，白马庄所产

的葡萄酒果香味强劲、 色泽鲜艳、口

感圆润， 并且果味持久悠长。2000年

的白马呈深宝石红酒体，浓郁而芬芳

的红色果香，柔和细腻的单宁，充满

焦糖、巧克力的丰富气息，优雅而平

衡。1967年份的白马未使用醒酒器，

但果香气息仍集中，酒体轻盈、仍然

呈现复杂而醇香。都说老酒焦糖味一

般较重，越老年份相似度越近。

成都商报记者 雷蕾

境外酒庄游 下一种旅行方式

———探访波尔多右岸名庄：白马酒庄

一直以来，被葡萄酒爱好者视为“朝圣之旅”的法国名庄游，受

“需提前预约、酒庄不完全开放”等参观条件限制，每一年仅有少数游

客能进入名庄体验葡园风情。 带着对波尔多名庄的种种好奇与关注，

让我们一同去感受波尔多独一无二的风土特征，了解酒庄的酿酒团队

是如何酿造出波尔多顶级佳酿的。

■

交通：

在波尔多地区酒庄旅行， 最好

自己租辆车， 因为各村各酒庄间没

有公共交通工具，租车旅行最方便。

也可以参加波尔多城出发的酒庄旅

行团。

■

住宿：

村庄里由老房子改造的旅馆最

能体验当地生活和食物， 一般在房

费之外再加二三十欧元就能吃一顿

饭。一些酒庄会提供住宿服务，房间

数目不多，游客需提前预订。

■

购物：

波尔多城的超市里， 二三十欧

元就能买到二级庄或三级庄的葡萄

酒，比巴黎机场便宜很多。

■

美食：

波尔多市区的餐厅集中在甘贝

塔广场周边， 多数餐厅都供应新鲜

的海鲜料理， 还有用波尔多葡萄酒

烹调的地道的当地菜肴。

酒庄游攻略

作为正宗凉茶的传承者，加多宝坚

持认为：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是

加多宝最大的社会责任。产品品质对加

多宝而言是企业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不

可逾越的底线。除了采用“集中提取，分

散灌装”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模式，保证

了凉茶生产的标准化和产品新鲜度、品

质、口感的一致性。为保证有纯正、优质、

安全的原料，加多宝采用“公司+基地+

农户” 合作种植和定向采购的模式，根

据“三花三草一叶”本草原料的地道性

及种植传统与生长特性的不同，分别在

全国9个省份设立了不同原料的种植基

地，从源头管控产品质量安全。

加多宝在广东、山东、河南、福建、

浙江、江苏、河北等地，选择建立了水

分、土壤、大气质量符合国家要求，环

境、本草种植历史及光照、温度、降水

量、海拔、植被群落等环境条件适宜本

草原料生长的种植基地。 新开发的地

块， 都要对其土壤条件以及土质进行

检测，合格之后才会通知农户种植。如

果不检测就种植， 原材料的质量就难

以保证，加多宝是不会收购的。

由于市场上本草原料品种层出不

穷，鱼目混珠，为保证本草原料质量符合

公司生产的需要，防止伪品、转基因品种

混入，种植基地设有试验田、试验区及相

关专业实验室，进行种苗选育、品种改

良、驯化、培育、筛选等科学试验。目前，

公司规模种植的本草原料均为通过试

验和品种引进的品质好、产量高、生长周

期短、储运与加工成本低、抗逆性强的优

良品种。为了能够使种植基地全面实施

标准化生产，为公司提供充足、优质、安

全、稳定的本草原材料，加多宝集团设立

了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严格按照

GAP（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要求对全国

各个原材料种植基地的从土地整理、种

苗投放、施肥、除草、病虫害控制、采收、

初期加工、储存运输等一系列环节进行

技术性指导和品质管控。这种模式不仅

从供应链的源头上确保了生产原料的

安全性，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农民种植本

草原材料的积极性，带动了当地经济发

展，得到了农户、供应商和基地当地政府

的一致认同和好评。

加多宝采购的所有原材料和包装

均来自经集团系统严格认定的“合格

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的质量体系管

理能力、生产检测能力、关键控制点管

控能力和产品技术标准等多方面都必

须满足加多宝的高标准要求。

加多宝还定期派专人对这些“合

格供应商”进行审核和质量监控。对供

应商的生产工艺是否有改变， 生产质

量控制是否有改变， 使用的原材料是

否有改变， 过去生产上是否出现过问

题并得到有效解决， 生产操作及产品

质量检测结果是否有效记录和保存，

对顾客提出的质量投诉是否已采取有

效更正行动等内容进行审核确认，确

保为加多宝集团提供稳定、优质、安全

的原材料和包装。与此同时，加多宝还

与这些合格供应商建立系统的互动机

制，适时进行技术交流沟通工作，对原

材料的安全卫生、 技术标准等内容进

行探讨，共同努力提升产品品质。

加多宝针对每一种原材料和包装

都制定了明确的规格要求，每批原材料

都必须经过供应商按要求自检，并由加

多宝品控部门抽检合格后方能入厂。所

有原材料还定期送第三方实验室进行

全面检测，以确保原材料的质量。

通过18年在品质工艺、 原料质量

的厚积薄发， 正宗凉茶加多宝成为了

消费者最信任的产品。2010年，加多宝

斩获了有 “食品界奥斯卡” 之称的

“全球食品工业奖”，同时也通过了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及CNAS

认可， 展现了在国际市场上的高品质

风范， 成为国内凉茶行业首家获取这

些国际权威认证的企业， 成功开启了

国际化战略的绿色通道。

加多宝领跑凉茶行业走向世界 之品质篇

无法克隆的正宗基因成就“中国第一罐”

近日， 由中国行业企业信

息发布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在罐装饮料市场，加多宝以

占据15.27%的市场销售份额，

打败外资品牌， 继续稳居罐装

饮料销量第一名。至今，加多宝

已经连续七年蝉联 “中国饮料

第一罐”的桂冠。

2014年是中国的改革之

年，是经济转型之年，是关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全新绽放的一年。 加多宝作为

正宗凉茶传承者和凉茶行业领

导者，用传承百年的“正宗”配

方和不可复制的品质， 为国人

提供优质、放心产品；同时，也

致力于把中国的凉茶文化推广

到世界各地， 让中国的民族饮

料品牌影响世界， 让加多宝凉

茶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在世界

舞台上闪耀光芒， 让中国的正

宗凉茶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历史上最早的广东凉茶， 由广

东鹤山人王泽邦创立。 凉茶由起初

凉茶铺经营的大碗凉茶、 纸袋凉茶

包， 最后发展到多种包装形式的现

代时尚饮品， 经历了180多年时间，

是几代人通过不懈努力和不断超

越， 继承和发扬民间传统文化智慧

的结果。

凉茶创始人王泽邦先生第五代

玄孙王健仪女士将祖传百年的秘方

独家传授给加多宝集团， 继续生产

和经营正宗凉茶。

加多宝凉茶依据独家祖传正宗

凉茶秘方，采用上等本草材料配制，

秉承传统的蒸煮工艺， 经由现代科

技提取草本精华、悉心调配而成，内

含菊花、甘草、仙草、金银花等具有

预防上火作用的本草植物原料的特

色成分。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加多宝凉

茶含有植物黄酮等天然成分， 能预

防上火，有益身体健康。加多宝凉茶

因其预防上火的作用和天然健康的

特点越来越得到消费者青睐。

独家传承百年的 “正宗”配方

———凉茶始创配方

除了拥有已传承百年的独家配

方，加多宝与其他凉茶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膜浓缩技术，这项集中提取本草

植物精华的生产技术，让整个凉茶生

产的工艺流程，得以在同一家工厂集

中进行，实现了“集中生产，分散灌

装”，保证销往全国、全世界的每罐

加多宝凉茶品质始终如一。

这一技术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于，

使凉茶在规模化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尽

可能减少其营养成分与香气的流失，留

存原汁原味。这是一大技术难题，加多

宝的研发团队历经了两年的实验，反复

斟酌与检验浓缩液留存成分，中途经过

蒸发膜浓缩等选择与试错，最终选定以

及研发成功了这一低温膜浓缩技术。

研发成功只是奠定了加多宝现代

化生产作业线的基础， 这一技术的正

式生产使用在2006年， 凉茶行业第一

家凉茶浓缩汁厂建成投产，从此，加多

宝走上了“集中提取、分散灌装”的道

路，2009年， 杭州浓缩汁厂建成投产；

2011年，清远浓缩汁厂建成投产。加多

宝的凉茶浓缩汁产能现在可以满足全

球加多宝凉茶的生产需求。 独特的技

术只是加多宝生产工艺不可复制的一

部分，与此配套的，清远浓缩汁厂引进

了行业内从未使用过的核心设备，以

及与这些功能设备相应的技术人员，

覆盖的工序包括过滤、 杀菌以及灌注

等等。 这些设备被安置于清远浓缩汁

厂最为核心的生产车间， 搭建了高度

自动化的生产作业流程， 厂房内部弥

漫着本草植物浓香， 工作人员在中控

室即可完成大部分机械操作与实时监

控。 浓缩只是清远浓缩汁厂工业化生

产流程中的一环， 此外的自动化流程

包括本草植物的清洗， 有效成分的提

取，原液的过滤、冷却及离心处理，以及

最终的无菌灌注环节。事实上，即便在

最为传统的配料环节， 清远浓缩汁厂

也正准备实施自动化室内配料流水

线， 清远浓缩汁厂的工业化与自动化

程度，远远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无法超越的“正宗”技术———低温膜浓缩技术

深耕细作“正宗”原料

———从源头管控产品质量安全

加多宝集团严谨的质量把控体系

皮埃尔·卢顿白马庄地下酒窖

白马酒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