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舍得酒业企业歌曲征集活动自 2019年 3月启动以来，全国各地的专业和业余词作家踊跃参与，作品

纷至沓来。经企业歌曲征集组委会组织专业评审小组进行多轮密封式评审，评选出 10首入围歌词作品，

现予以公布，并面向全国专业和业余曲作家征集歌曲。

一、征集要求

（一）参与者根据已选出的 10 首歌词定向

创作谱曲，可一人创作多首也可以只创作一

首，深情地抒发歌词所表达的意境，同时契合

主题要求。

（二）曲谱作品要与歌词高度吻合匹配，音

乐主题鲜明、旋律流畅、优美动听、简约大气、

易于传唱。

（三）投稿时须提交歌曲录音小样（含歌唱

小样和伴奏小样，格式不限）、完整的曲谱和

歌词（歌词须写在相应音符的下方）A4 尺寸电

子文档。

（四）10 首入围歌词详见附件 1。
二、征集时间

2019 年 5 月 9 日-6 月 10 日为征集阶段

三、评选方式

由 7 位来自全国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词曲作家）组成专业评审小组，分为初评和

复评两个轮次，全程在公证机关的监督下评

选出奖项设置的全部等次奖。

四、奖项设置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入围奖

数量

1 首

2 首

3 首

14 首

奖金及奖品（奖金为税前）

奖金 6 万元+总价值 4 万元的 500mlx6 陈香吞之乎酒

奖金 3 万元+总价值 2 万元的 500mlx6 智慧舍得酒

奖金 1 万元+总价值 1 万元的 500mlx6 品味舍得酒

总价值 5000 元的 500mlx6 沱牌曲酒（中国名酒 30 周年复刻版）纪念酒

各奖项均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证书，获奖

作品的奖金和奖品按“词作者百分之四十，曲

作者百分之六十”的比例分配，多个作者共同

创作的由第一署名人确定奖金分配方案，应缴

个人所得税的由主办单位从奖金中扣除。

五、投稿须知

（一）投稿方式：本次征集活动一律采用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子版稿件”的方式投

稿，不接受纸质版的信函稿件。邮件命名规则

为 ：“ 作 者 手 机 号 码《作 品 名 称》”，例 ：

15812345678《舍得天地间》。

（二）稿件格式：本次征集活动的稿件格式

限定为：图像文件、A4 尺寸，稿件生成方式主

要为电脑制作，手写稿件须扫描或拍成图片，

且内容清晰可辨识。

（三）作者简介：简介需明确“曲作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地址”等内容，如需在发表时采用笔名的，也

必须在作品署名后括弧内加注真实姓名。

（四）稿件和《作者简介》一律以附件的形

式直接附加在邮件里，请勿打包和压缩。

（五）收稿确认：投稿是否成功以收到组委

会电子邮箱回复为准，请勿重复投递。为示公

平，组委会以收到的首次稿件为准，不认可修

改后的再次投稿。

（六）退稿规则：投稿作品无论是否获奖一

律不退，敬请作者自存底稿。

六、结果公布

本次征集的评选结果将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前在权威专业网站公布。

七、知识产权

（一）评选结果公布后，主办方即刻拥有对

获奖作品的改编、宣传、制作、传播、出版发行

等使用权。在主办方向作者颁发奖金及奖品

后，其作品版权永久归属主办单位所有，主办

方有权决定作品的使用场合、使用方式、演奏

（演唱）人选，有权向第三方授权使用，作者享

有署名权。

（二）作品一旦参与征集，即表示参赛者

自愿认同本启事所列各项条款，并承诺了其

投稿的作品为未曾发表过的原创作品，凡侵

犯他人著作权的获奖作品，一经查实，由主

办单位取消其参赛资格，追回已发奖金，并

在媒体上予以曝光，由侵权者自行承担一切法

律责任。

（三）若投稿作品不符合主办方要求，主办

方可邀请创作名家进行创作，向社会和作者公

布。

八、来稿请寄

舍得酒业企业歌曲征集组委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759845804@qq.com
联系电话：13219202666（唐老师）

九、舍得酒业企业歌曲征集组委
会享有对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
权。

附件：
1.舍得酒业歌曲征集入围歌词 10 首

2.舍得酒业简介

舍得酒业企业歌曲征集组委会
2019年 5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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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歌曲征集启事

附件1：
舍得酒业歌曲征集入围歌词10首

01《酿造时光》
作词：杨然

梦与山牵手

心随涪江走

一把薪火传古今

酿成岁月酒

日月生灵秀

诗酒话春秋

舍得之间悟人生

智慧写风流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一脉相承，天长地久

酿出山的阳刚

酿出水的绵柔

初心不忘，天道勤酬

与梦同行，风雨同舟

酿出一生守望

酿出一世乡愁

创作说明：《酿造时光》是一首民通歌词，

比较上口，适合谱曲传唱。山水有诗，心梦有

酒，诗酒之间承传着古今的酒文化；阳刚如

山，绵柔如水，男儿喝出豪放，女儿喝出妩媚，

这就是舍得酒的魅力；一生守望，一世乡愁，

这就是舍得酒的生命力！

词作者联系方式：18062462877

02《你是一首燃烧的歌》
作词：高汉武

立起来 一束火

流淌着 一条河

你是舍得

你是一首燃烧的歌

每一次吮吸你的芳香

我懂得了什么叫生命辽阔

舍得 一首然烧的歌

生态是你的执着

诚信是你的承诺

舍得 一首燃烧的歌

你凝聚天地的精华

为千家万户酿造美好生活

品尝着 酒一杯，

送亲朋 心一颗

你是舍得

你是一首燃烧的歌,

每一次捧读你的模样

明白了什么叫爱是你我

啊 舍得 一首燃烧的歌

舍得是你的智慧

文化是你的底色

舍得 一首燃烧的歌

你唱出时代的经典,

为民族产业垒就恒星一座

创作说明：这首词词境开阔，富有气势，写

出了舍得酒的优良品质、文化特征，及它带给人

们的力量，带给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及对民族工

业的重大贡献。词作用词生动，富有想象力。

如对酒的比拟大气而生动:立起来 一束火，流淌

着 一条河。而大气中不失婉约深情，如“每一

次捧读你的模样/我明白了什么叫爱是你我”。

全词朗朗上口,易入乐。适合于团队合唱。

词作者联系方式：18684896456

03《大爱舍得》

作词：池宝柱

一条涪江从眼前流过

你把岁月的浓香唱成一支歌

歌中有文脉 歌中有美德

日月星辰都斟满生命的绿色

一座小镇在手中蓬勃

你把梦想的品牌高举成寄托

十里杨柳岸 天地聚人和

春夏秋冬都分享发展的欢乐

观音故里 大爱舍得

反哺社会的深情永不干涸

校园记得 桃李记得

雪中送炭春风送暖动人时刻

智慧人生 大爱舍得

产业报国的奉献多么辽阔

江南也说 塞北也说

舍得携梦飞翔陶醉生活

酿也舍得 窖也舍得

心中端出的祝愿甘醇炽热

你也舍得 我也舍得

点点滴滴都滋润幸福中国

创作说明：作品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阐述、

飞扬的意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舍得酒业的发展

历程，凸显了当代中国绿色环保第一酒的品牌特

质，概述了舍得酒业心系社会、捐资助学、助力扶

贫等一系列善举，展现了舍得酒业的天地人和的

核心价值理念和哲学蕴含，颂扬了舍得酒业以及

舍得酒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和百姓口碑，展望了广

阔的发展前景。适合独唱、对唱、合唱。

词作者联系方式：13091346253

04《品味舍得》
作词：杨显群

是那岁月的阡陌

传承千年薪火

是那沱泉的清澈

激荡诗酒唱和

古老的技艺，匠心执著

永恒的窖香，芬芳中国

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歌

让我们的双手

再造美酒的传说

是那五谷的丰硕

集结日月恩泽

是那精诚的职责

酿出大商大德

甘甜的滋味，圆了酒窝

醇厚的原浆，醉了心河

啊，智慧人生，品味舍得

让我们的舌尖

开满酒香的花朵

创作说明：歌词为两段体。第一段写舍得

酒的传承和时代接力。岁月酿成酒，薪火永流

传。青山不老，绿水长歌，延续了舍得酒辉煌

的传说；第二段是写企业文化和员工的智的领

悟及神的创造。智慧人生，品味舍得，是酒的

高度，是人的大智，是开满时光的花朵。

词作者联系方式：13277650529

05《舍得为先》
作词：张金余

源远流长五千年

天地人和任重道远

心中有理想 肩上使命担

涪江见证大爱的誓言

舍得人 舍得为先

心系家国 兴邦实干

生态品质 立身至善

生活向美 事业灿烂

一心追梦到今天

只争朝夕赢得璀璨

汗水来酝酿 智慧来开坛

让世界瞩目辉煌的明天

舍得人 舍得奉献

回报桑梓 润泽田园

追求生态 高效康健

绿色信念 造福人间

创作说明：《舍得为先》主题来源，一是舍

得人开全国“生态酿酒”之先河；二是充分挖

掘舍得精神，被誉为“中国第一文化酒”。舍

得为先，诠释了在当代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

舍得人的中国智慧，以实干精神，一心一意干

好舍得事业。

词作者联系方式：13944605250

06《天下共赏》
作词：夏君华

一壶玉液 融聚古今向往

一脉酒韵 流淌岁月芬芳

采日月精髓 汇仙泉灵气

观音故里好山好水呈佳酿

啊，一樽舍得 天下共赏

川酒金花 分外醇香

一枝独秀名誉千秋

天地人和情深意长

一杯芳华 蕴含哲理思想

一世酒香 熏陶人生希望

舍百斤好酒 得二斤精华

诗酒之乡好歌好梦育琼浆

啊，一念舍得 天下共赏

中国智慧 其道大光

满园春色辉映五洲

享誉华夏地久天长

创作说明：歌词是歌曲的灵魂。本歌词紧

紧抓住“舍得”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思想一脉

相承内涵。主歌部分：“一壶玉液，融聚古今

向往；一脉酒韵，流淌岁月芬芳”。一杯芳华，

蕴含哲理思想；一世酒香，熏陶人生希望”突

出文化厚重底蕴，作为“起”势，体现大气。展

开“采日月精髓，汇仙泉灵气；观音故里好山

好水呈佳酿”。写明酒的品质，地理特征在观

音故里“黄金纬度”——世界佳酿酒集中地带，

点明主题。“舍百斤好酒，得二斤精华；诗酒之

乡好歌好梦育琼浆”，展现舍得酒，凝聚东方

智慧，传承千载诗酒文化，完美诠释智者的取

舍之道。副歌 部 分 ，围 绕 对 主 歌 的 首 尾 呼

应，“一樽舍得，天下共赏；川酒金花，分外

醇香；一枝独秀名誉千秋，天地人和情深意

长”“一念舍得，天下共赏；中国智慧，其道

大光。满园春色辉映五洲，润泽人间地久天

长”。释放情感，充分展现沱牌舍得“中国名

酒”企业和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荣誉，舍

得酒具有其它高档白酒不具备的文化品位

和贵族气质。把舍得酒业秉持“天地人和，

润泽人间”的企业使命及“质量求真，为人求

善 ，生 活 求 美 ”的 企 业 核 心 价 值 观 ，致 力 于

“引领生态绿色酿酒，打造中国食品安全标

杆企业”的愿景。

词作者联系方式：18996409309

07《醉美舍得》
作词：堪心

千年传承，岁月窖藏

观音故里捧出酒比花香

甘醇玉露，清冽柔爽

生态酿美酒孕育传世珍酿

中国智慧，匠心蕴藏

把酒言欢斟满喜乐吉祥

天地人和，润泽人间

舍得谢天下传递大爱飞扬

醉美舍得，大国芬芳

打造绿色舍得把梦想点亮

香飘万里，享誉八方

鼎立天地抒写崛起的华章

醉美中华，大国芬芳

彰显舍得品质把传奇唱响

追求卓越，初心不忘

走向世界谱写盛世的荣光

创意说明：本首应征歌词将舍得酒业企

业文化理念与舍得品牌内涵巧妙融合，突出

了 舍 得 酒 业“ 生 态 酿 酒 ，中 国 智 慧 " 的 核 心

特色与舍得品质，展现了舍得酒业员工打造

绿色舍得、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整首歌词

流 畅 自 然 ，抒 情 昂 扬 ，朗 朗 上 口 ，易 于 谱 曲

传唱！

词作者联系方式：13667161563

08《只为舍得一杯》
作词：许波

酝酿高粱麦穗

窖藏青山秀水

只为舍得一杯

我们有滋有味

铺展锦绣壮美

奉献勤劳智慧

只为舍得一杯

我们无怨无悔

.

天地人和让梦飞

润泽人间让心飞

一年四季的芳菲

让我们美丽依偎

.

自信人生让爱随

美好岁月让情随

四面八方的聚会

让我们幸福沉醉

创作说明：《只为舍得一杯》专为舍得酒业

企业歌曲征集所作。歌词简洁又富有内涵，韵

脚一致，段落分明。词句清新，节奏明快。是

一首切合舍得酒业的企业形象歌词作品，易于

谱曲，适用各种形式演唱。

词作者联系方式：13246249368

09《品味舍得》
作词：王广鲁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生命的旅途 谁不是过客

想放的太少 想要的太多

人生的智慧 最难是舍得

舍涪江碧水门前流过

得一泓清泉藏在心窝

生活的酒啊慢慢喝

一杯是付出 一杯是收获

五千年岁月 九万里山河

炎黄的血脉 传承到你我

无私的奉献 无悔的抉择

精彩人生最懂是舍得

舍一腔热血为家为国

得锦绣中华天地人和

庆功的酒啊痛快的喝

一杯是幸福 一杯是欢乐

创作说明：人生智慧，品味舍得。关于舍

与得的话题，似乎永远也辩论不完，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感悟，

怎么舍，如何得，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定

义。佛经上说：“舍得”者，实无所舍，亦无所

得。万物循环往复，世事沧桑变幻，人生沉浮不

定，均在舍得之中达到和谐统一。舍得，有舍才

有得。在得与失之间，要做大胆的取舍，这是浓

缩了中华五千年古老智慧的精髓。

对个人而言，舍得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人

生哲学 ；对国家而言，舍得就是一种社会责

任，是一种历史担当，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密

不可分关系。从第一段开始，主要描述个人生

活中舍与得的关系，人生短短几十年，在这个

茫茫的人世间，要做的事太多，做人做事不要

斤斤计较，这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修养，让

自己处于这种不计较的高贵心态之中，有舍才

有得，有付出才有回报。第二段主要描述个人

与国家、与时代的关系。“舍得”诠释了当代中

国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智慧，体现了包括舍

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内的广大人民群

众的奉献精神，他们舍小家顾大家，舍个人为

国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国才如

此蒸蒸日上、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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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出川蜀

多少文人雅士诗与赋

几盏佳酿吟长风

人间事事出辛苦

.

好酒壮筋骨

多少春华秋实朝与暮

一汪沱泉说故事

真情点点润肺腑

.

酿一个 锦绣山河

酒中气象 铺开壮志宏图

给一壶 阅历丰富

岁月悠长 舍得付出

.

藏一处 生香活色

胸中丘壑 饮尽风云征途

给一坛 人心了悟

天地襟怀 舍得气度

创作说明：《舍得气度》，为作者原创，版权

所有，无任何争议。歌词大格局大境界，大开

大合，蔚然气象。舍得气度，舍得付出，这就

是舍得精神！企业文化核心，就是这种舍得的

天地襟怀。歌词内涵丰富，文采飞扬，起承转

合，合辙押韵。适应谱曲传唱。

词作者联系方式：13789915496

附件2：舍得酒业简介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名酒”企

业和川酒“六朵金花”之一。 1996 年，公司成

为 白 酒 行 业 第 三 家 上 市 公 司（证 券 代 码

600702）；2009 年，成为第三家荣获“全国质量

奖”的白酒企业；2016 年，舍得成功改制，成为

四川省酒类国企“混改”首个成功案例。

公司拥有两个驰名中外的白酒品牌，“沱

牌”和“舍得”。“中国名酒沱牌曲酒系列”累计

销售超过 50 亿瓶白酒，成为一代人成长的记

忆；“舍得”诠释了当代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

的中国智慧。经过二十年的励精图治，舍得酒

业已成为业内领先的高端白酒企业之一。舍

得连续十四年入选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评选

的“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2018 年，“沱

牌”、“舍得”双品牌价值超过 702 亿元。

使 命：传播中国白酒文化

愿 景：成为世界一流品牌

经营理念：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