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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生活在一个“创新不断涌现”的时代，

生活中充满了变化。在这个时代，万物

皆在变化，一切可能都不在我们的掌控

之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必然与今天不同。

 如今充满变化的情形与 J.C. 雅可布森 (J.C. 
Jacobsen) 于 1847 年创建嘉士伯时所处的时代如

出一辙。当时，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全世界都正

处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之中。19 世纪中晚期的

时代剧变，与今天并无二致：创新不断涌现。

 面对变化这个挑战，J.C. 雅可布森的思路非常

清晰。他深信，要驾驭瞬息万变的世界，关键在于知

识和洞察力。正如他于 1855 年在写给儿子卡尔•雅
可布森 (Carl Jacobsen) 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

“若想成为欧洲啤酒酿造师中的翘
楚，除了具备必要的实践技能和 
洞察力之外，还需要通晓化学和 

相关科学知识。”

基于这一信念，J.C. 雅可布森创建了嘉士伯实验室，

该实验室在当时为全球贡献了众多划时代的研究成

果；他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之中，将自己的知

识和宝贵财富无私奉献给世人；他将自己毕生的积

蓄与财产全部无偿捐献给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使其成为丹麦啤酒酿造前沿领域中杰出人才的摇

篮；同时，他还创立了嘉士伯基金会，为科研事业

和艺术提供资助。一直以来，该基金会都拥有嘉士

伯集团（目前为全球第四大啤酒酿造集团）的绝对

表决权。

 J.C. 雅可布森和其子卡尔•雅可布森均是那个

时代的骄子，高瞻远瞩且深具远见。即使 100 多年

过去，他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愿景仍然熠熠生辉，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追求完美
嘉士伯基金会

弗莱明•贝森巴赫
嘉士伯基金会现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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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普利翁门 (Dipylon Gate) 

位于哥本哈根的嘉士伯集团

总部的入口。大门上题写

着“金科玉律”，这些理念

最初出现在 J.C. 雅可布森

的遗嘱中，而他儿子卡尔•

雅可布森将这个理念发扬光

大。“嘉士伯啤酒厂酿造啤

酒的长远目标，不在于赚取

短期的利润，而是要将啤酒

酿造艺术发展到十全十美的

境界，务必使嘉士伯啤酒厂

及其产品树立一个优良的规

范，把嘉士伯啤酒的酿造技

术，保持在一个永远受人推

崇的高超水准。”

今
天，当您为嘉士伯基金

会众多种类繁复的资助

项目感动或者尽享其所

举行的多彩艺术活动时，“完美”

一词自然于脑海中闪现。150 年前，

在丹麦哥本哈根孜孜不倦学习啤酒酿

造手艺的酿酒师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精

神，现可通过嘉士伯基金会资助的科

研和艺术活动，也可通过嘉士伯集团

所酿造的啤酒得以体现。

 他 就 是 雅 各 布 • 克 里 斯 蒂

安•雅可布森 (Jacob Christian 
Jacobsen)，也就是为世人所熟知

的 J.C. 雅可布森。J.C. 雅可布森的

理念值得我们深思，他在遗嘱中提

到：“应该将啤酒酿造艺术发展到

十全十美的境界”。当时，他所创

立的嘉士伯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已

成为欧洲最知名的一流啤酒厂。虽

然在人们的印象中 J.C. 雅可布森已

经是一位成功人士，但在遗言中他

并无表现出任何一点自满。正因为

此，他的名字不仅妇孺皆知，这位

来自哥本哈根的啤酒酿造师也赢得

了大家的敬重。

追求完美

J.C. 雅可布森的“金科玉律”并没

有尘封在嘉士伯档案馆里，它至

今都是鲜活的，散发着智慧的光

芒。“金科玉律”不仅是嘉士伯集

团所有酿造厂努力的方向与工作

的指引，它同样被录入到嘉士伯基

金会章程中，为基金会提供了发展

框架和目标。嘉士伯基金会至今仍

是嘉士伯的控股股东。

 在哥本哈根，“金科玉律”就

铭刻在嘉士伯每一位员工上班必经

之地的啤酒厂大门上。

追求完美是嘉士伯的
核心价值观之一，也
是嘉士伯集团遍布全
球的众多啤酒厂运营
的基础与核心。

“金科玉律”富有极强的远见，深具

智慧。J.C. 雅可布森的这些理念，从

根本上帮助嘉士伯多年来一直立于不

败之地，成为全球第四大啤酒酿造集

团，并在全球拥有众多的品牌系列，

包括世界上最知名的国际品牌之一 - 

嘉士伯 (Carlsberg)。“金科玉律”中

体现的雄心与奉献精神，正是嘉士伯

基金会工作的基石。今天，J.C. 雅可

布森的思想在嘉士伯基金会工作的成

果当中得以体现：雄心、创新、不遗余

力、发展与变化，一切努力都为追求

至臻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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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臻至善
嘉士伯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商业基金

会之一。通过基金会，充满雄心的嘉士伯

集团与不断资助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事业

齐头并进协调发展，同时展现欣欣向荣的

良好势头。自 1876 年至今，嘉士伯基金

会董事长不仅仅是基金会的负责人，同时

还担任嘉士伯集团董事会的主席职位。

生
物技术领域突破性研

究，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以及口感绝佳的啤酒之

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粗略一看，

似乎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是，它

们之间有一个紧密连接的纽带，那

就是嘉士伯基金会。在基金会的领

导下，嘉士伯集团的业务蒸蒸日

上，与此同时基金会所资助的项

目，在科学、艺术和文化方面也取

得长足的发展。

 嘉士伯基金会是一个独特的机

构。嘉士伯基金会董事长不仅仅是

基金会的负责人，而且还担任嘉士

伯集团 (Carlsberg A/S) 董事会主

席一职。这样的设立形式不仅有助于

确保啤酒厂的专注于科研、创新和生

产高品质的产品；同时，通过基金会

拨款为科研、艺术和文化的发展提供

大力支持，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据

统计，基金会所捐献的款项总额至今

已达数十亿人民币。

科技具有前瞻性

啤酒酿造与回馈社会同时存在于嘉

士伯基金会的“DNA”之中。嘉士

伯基金会在 1876 年成立时，为全

球首批具有社会承诺的商业基金会

之一。创始人 J.C. 雅可布森在当时

就为于他专为基金会创建一个良好

的发展平台。J.C. 雅可布森毕生殚

精竭虑，兢兢业业，努力不倦提高

酿造水平。而在啤酒酿造行业中，

任何的啤酒酿造师均会问到一个简

单却又重要的问题：我如何能够酿

造出一流啤酒？而嘉士伯基金会则

是这个问题答案的最好体现。

 为了提高啤酒酿造水平，J.C 
雅可布森于 1875 年建立了嘉士伯

实验室。作为啤酒酿造史上声名显

著且研究出众多深具突破性成果的

的研究机构之一，依据 J.C. 雅可布

森的“工艺流程可通过科研得以改

善”这一信念，众多杰出的科学家

们在这里对提升啤酒酿造技术进行

了众多深入研究。

 另外一方面，J.C. 雅可布森将

其毕生所积累的财产都无偿捐献给

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他坚信如

果啤酒酿造由全国最卓越的精英所带

领，嘉士伯的未来发展一定会一帆风

顺。因此，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的

任务是，指定一个董事会来领导嘉士

伯基金会和啤酒厂，而这项实践也一

直延续至今，并未有任何改变。

 同时，通过基金会提供经济

资助，J.C. 雅可布森希望表达他

对科研工作的感激之情，因为嘉士

伯的发展离不开科研成果，更重要

嘉士伯实验室的大门，

保持原貌并使用至今。

追求完美
嘉士伯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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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科研成果还会造福于社会。因

此，践行回馈社会和企业社会责任 
(CSR) 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嘉士伯

基金会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传播艺术、弘扬文化 
热爱体育

嘉士伯基金会回馈社会的工作重点

也同样包括在赞助艺术和文化项目

中，并且基金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

倡导和支持的作用。早在 1878 年，

该基金会就开始负责管理哥本哈根

北部的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

今天，该博物馆不仅通过绘画、家

具和装饰艺术来讲述丹麦的历史，

而且为了遵循 J.C. 雅可布森全球视

野的理念，还举办一些重要作品展

览，展出如俄罗斯绘画和中国肖像

画等众多作品。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位于哥本

哈根市中心，是新嘉士伯基金会的

一部分。博物馆临近趣伏里公园，

馆内收藏了了大量法国印象派作品

和古代雕塑艺术作品，深具国际化

特色。而新嘉士伯基金会由卡尔•雅
可布森于 1902 年建立，随后他将新

嘉士伯啤酒酿造厂也移交给嘉士伯基

金会管理，希望对艺术方面的资助能

不断推动丹麦当地艺术的发展。嘉

士伯基金会最新的分支机构是乐堡

基金会 (Tuborg Foundation)，该

基金会主要为商业、文化和体育活

动提供资助。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中有五

名丹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成

员，分别来自各种不同的专

业背景。董事会首届董事长

约翰尼古拉•马兹维 (Johan  

Nicolai Madvig, 1804-1886) 是

一位古典文献学家，当时他还

是哥本哈根大学校长。随后，

包括律师、药剂师、几位历史

学家和代表其他专业学科的科

学家都担任过基金会董事长

一职。现任董事长弗莱明•贝

森巴赫 (Flemming Besen-

bacher) 为丹麦奥胡斯大学

的纳米物理学教授。

嘉士伯基金会由啤酒酿造师 J.C. 雅

可布森依据 1876 年 9 月 25 日

设立的章程和赠予证书建立， 

并于 1876 年 10 月 18 日经丹麦皇室 

认可。

嘉士伯集团
由 J.C. 雅可布森于 1847 年建立， 

目前为全球第四大啤酒酿造集团。

新嘉士伯基金会
由卡尔•雅可布森于 1902 年建立， 

旨在支持艺术发展，并运营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
由卡尔•雅可布森于 1902 年建立， 

藏品包含全球顶级艺术品。

嘉士伯实验室
由 J.C. 雅可布森于 1875 年建立， 

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

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
由 J.C. 雅可布森于 1878 年建立， 

收藏肖像画和绘画艺术品，多数展品具有 

500 年的悠久历史。

研究经费
为自然科学、人文及 

社会科学领域内的 

基础研究提供资助。

乐堡基金会
于 1931 年成立， 

为商业、文化和体育提供资助。

嘉士伯基金会

追求完美
嘉士伯基金会

面向未来

嘉士伯基金会建立在诸如品质、科

研、创新、企业社会责任、诚信、

真诚、信任、机会均等和反腐败等

价值观之上。这是基金会的历史使

命，至今仍然保持不变。但是自 
1878 年基金会成立以来，世界已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嘉士伯基金会

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而调整，提高适

应性并跟随时代的步伐。因此，嘉

士伯基金会为适应环境的变化，数

次修订其章程，以便能够实现 J.C. 
雅可布森最初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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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嘉士伯基金会的任务是，在遵守基金会章程的情况下， 
以充分反映和尊重创始人 J.C. 雅可布森的思想和理

念的方式来运营，并力求适应现代管理原则，帮助设

定嘉士伯集团运营、科研和社会回馈等的发展方向。

追求完美
愿景



富有远见 
的杰出人物

嘉士伯创始人 J.C. 雅可布森不仅仅是

他所处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求知欲、

雄心壮志和对完美的追求，对于嘉士伯

基金会和当时社会而言，影响深远。

嘉
士伯创始人 J.C. 雅可布

森常常被称为他所处

时代的“风云人物”， 
因为 J.C. 雅可布森积极参与到当时

的社会及众多世界性的事务中：他

是一位追求品质的啤酒酿造师，也

是一位深具创新精神的商业领袖；

同时，在丹麦、欧洲甚至复杂多变

的世界中，他还是一位在政治、

科技和文化方面活跃的公民楷模。 
 但是，J.C. 雅可布森同时也是

一位富有远见的杰出企业家。这位来

自哥本哈根的啤酒酿造师不仅拥抱变

化，而且他还帮助推动变革。无论做

任何事情，他一直以来被认为富有远

见、有挑战精神、开明且心地高尚，

始终追求完美。

雅 各 布 • 克 里 斯 蒂 安 • 雅 可 布 森 
(Jacob Christian Jacobsen)，简称 
J.C. 雅可布森，于 1811 年出生在哥

本哈根。虽然 200 多年过去了，但

是他的言行与思想依然影响着嘉士

伯基金会和嘉士伯集团的方方面面。

 时光荏苒，长路漫漫，从 19 世
纪早期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狭小的后

院，到之后的英国、俄罗斯、印度和

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区，嘉士伯集团

确立了自身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实

际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很大，但是始终

如一的价值观消除了这些时间和空间

上的距离。J.C. 雅可布森创立嘉士伯

之前，在他父亲的啤酒厂工作时他的

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即对啤酒酿造充

满激情，追求完美。

雄心勃勃

J.C. 雅可布森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经

常聚精会神地观察父亲如何不断创

新、设法酿造优质的啤酒。虽然啤

酒有其引以为傲的历史，其起源甚

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在 19 世
纪初，它只不过是一种简单饮料，

而且名声并不太好。

 完成学业后，J.C. 雅可布森

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酿酒技艺，并

得到他的真传。父亲去世之后，他

成为一名独立的啤酒酿造师，时年

仅 23 岁。

 勇气和雄心壮志让嘉士伯集

团成为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啤酒酿

造集团之一。创始人 J.C. 雅可布森

身上所展现的追求完美的勇气与雄

J.C. 雅可布森于 1811 年出生

在哥本哈根，1887 年在最后

一次旅行中于罗马逝世。他

的葬礼在哥本哈根的圣母教

堂 (Church of Our Lady) 举

行，后来安葬于耶稣教堂下的

家族墓室中，这座墓室是其儿

子卡尔于 1891 年在嘉士伯总

部附近建造的。

追求完美
J.C. 雅可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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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壮志并未曾有任何改变。19 世

纪初，哥本哈根人更喜欢顶部发酵

的“白”啤酒，但是 J.C. 雅可布森

将底部发酵的巴伐利亚储藏啤酒视

为纯度更高的产品，因此决定专注

于生产此类产品。他首先在哥本哈

根的一家酒馆里品尝了这种啤酒，

等到在 1845 年乘坐驿站马车拜访

位于慕尼黑的 Zum Spaten 啤酒

厂获得酵母之后，他开始生产自己

的产品。产品面世就取得了成功，

消费者喜欢这种啤酒，对此他本人

也十分满意。但是当他希望进一步

完善产品时，遇到了产能的限制，

他只有一个小型酒窖，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需求。因此两年后，他在

哥本哈根郊外的 Valby 山开设了一

家当时现代化的啤酒厂。

公民雅可布森

J.C. 雅可布森是一位杰出的啤酒酿

造师，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一位杰出

的公民。

19 世纪中期，在首都哥本哈

根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霍乱，夺

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随后 

J.C. 雅可布森从英国等地获得

了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率先

在哥本哈根建造了供水系统。

哥本哈根植物园中的玻璃暖房

由 J.C. 雅可布森设计，灵感

来自于伦敦的水晶宫。J.C. 雅

可布森本人也是这些玻璃暖房

的主要赞助者。

J.C. 雅可布森不仅仅对社会发展有

所研究，同时他是一名自由派政治

家，也是一名议员，并将自己的知

识和宝贵财富无私奉献给世人。另

外，J.C. 雅可布森还是一名慷慨的

捐赠者和慈善家。不过，他不喜欢

此类称呼，反而喜欢谈论“公益精

神”。对他来说，作为一名事业成

功的公民，所做这一切不过是个人

应该尽的责任。

 J.C. 雅可布森具有“全球本土

化”精神，即兼具有全球化和本土

化视野。作为一名哥本哈根市民，

他深感与丹麦密不可分关系，但同

时他也始终保持一种国际观，喜欢

邀请其他地方科学家和杰出的文化

名人到访哥本哈根。他的家自然而

然成为当时很多名人的聚会地点，

私交好友中包括很多一流的科学家

和艺术家。但是 J.C. 雅可布森从

未骄傲于自己所获得的荣誉，而总

是力求品质更加优秀。1855 年，他

到访了伦敦世界博览会，深深惊叹

于水晶宫的宏伟壮观。他不仅痴迷

J.C. 雅可布森曾多次帮助过他

的直接竞争对手。J.C. 雅可布

森帮助其直接竞争对手的事例

不胜枚举。1882 年（此时乐

堡还远未成为嘉士伯集团成员

之一）乐堡 (Tuborg) 生产的

啤酒口味出现问题时，J.C. 雅

可布森亲自视察了该工厂，并

向乐堡无偿提供嘉士伯新鲜酵

母。喜力 (Heineken) 啤酒厂

也曾受益于嘉士伯无偿馈赠

的酵母。

56 米高的曲折烟囱是今天在

嘉士伯总部仍然能够看到的众

多受保护的建筑物之一。基座

上的凯米拉怪兽的创造灵感来

自于巴黎圣母院。

于其建筑风格，而且还被出资建造

方法所吸引 — 它是英国一些企业

家出资并捐献给英国首都的礼物。

几年后，一座崭新的玻璃暖房出现

在哥本哈根植物园中，出资捐献人

为 J.C. 雅可布森。这些令人过目不

忘的玻璃建筑至今仍然存在，每天

都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前来参观，而

科研人员每天依然在里面进行科学 
研究。

追求完美
J.C. 雅可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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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麦、
啤酒花、
酵母和水
酿造的雄心

嘉士伯的发展历程一直令人深为敬佩。

最初它只不过是哥本哈根城外一座小山

上的一家小型地区性啤酒厂，现在嘉

士伯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化企

业，业务范围遍布全球。但是这一历程

还远未结束，嘉士伯基金会希望尽一

切所能来确保嘉士伯持续不断发展。

1869 年，J.C. 雅可布森通过

水运将数批啤酒输送到缅甸仰

光，后来也曾向新加坡、加尔

各答和香港运送过啤酒。起

初，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出口，

而是想测试一下啤酒在长途船

运之后是否还可以保持其品

质。事实证明优质的产品即使

经过长期运输后，品质依然保

持良好。

追求完美
嘉士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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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很多国家/地区（如中国、印

度、斯里兰卡、越南、柬埔寨、

尼泊尔和老挝等）也占有极其重

要的市场领先地位。

嘉
士伯集团名下的啤酒品

牌众多，所生产的产品

销往世界各地。嘉士伯

现为全球第四大啤酒酿造商，拥

有 40,000 多名员工，500 多个

品牌，年收益近 90 亿欧元（约合 
700 亿元人民币）。

 现在，创新型产品，诸如苹

果酒、功能性饮料和酿造饮料等，

占嘉士伯集团的业务比例日益增

大。新的时代、新的市场和新的

消费者，需要新的啤酒产品。在

两家啤酒酿造厂的合并。J.C. 

雅可布森于 1847 年建立嘉士

伯。1882 年，他的儿子卡尔•

雅可布森创立另外一家新的

独立啤酒厂，名为新嘉士伯 

(New Carlsberg)，而 J.C. 雅

可布森则继续运营其公司旧嘉

士伯 (Old Carlsberg)。这两家

嘉士伯公司于 1902 年合并，卡

尔•雅可布森随后亦将新嘉士伯

转归嘉士伯基金会管理。

全新的时代、新兴的市场和

新的消费者，需要新的啤酒

产品。

这里，嘉士伯自然处于发展的最前

沿。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嘉士

伯，啤酒仍最负盛名。J.C. 雅可布

森的父亲是一位啤酒酿造师，J.C. 
雅可布森本人也是一位啤酒酿造

师。他的儿子卡尔•雅可布森以及

卡尔•雅可布森的儿子也都是啤酒

酿造师。啤酒是嘉士伯的命脉。啤

酒的主要原料为麦芽、啤酒花、酵

母和水，须用激情、灵感和悉心呵

护酿造而成的。

知识成就完美酿造工艺

在 1847 年建立之初，嘉士伯还不

能酿造出令人满意的啤酒。作坊式

啤酒厂酿造出来的啤酒千差万别。

当时的酿造条件不够清洁，人们常

常抱怨每批次啤酒的味道和浓度都

不一样。听取意见后，J.C. 雅可布

森决定着手做出改进。

 J.C. 雅可布森将物理和化学

方法及相关研究应用到酿造工艺，

将其当做改进的使命。他坚信运用

更多的知识意味着酿造更好的啤酒

的可能性会更高。同样，嘉士伯也

是基于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信念创建

并发展起来的。

 通过大量海外旅行考察，J.C. 
雅可布森认识到，保持恒定的低温

冷藏库对于生产高品质啤酒至关重

要。因此，他在哥本哈根郊外寻觅

合适的场地，配备了大量酒窖、新

鲜空气和洁净水源，建起了新的啤

酒厂。啤酒厂以其子卡尔的名字加

上丹麦语中的“山”(berg) 字合在一

起即嘉士伯 (Carlsberg) 所命名，丹

麦语中为“卡尔的小山”之意。J.C. 
雅可布森为嘉士伯配备了当时现代

啤酒生产技术中所有最新的设备，

为高品质的产品获得成功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1847 年 11 月 10 日，首

批桶装啤酒出厂，啤酒的品质极为

卓越，J.C. 雅可布森非常满意。在

短短的几年内，其年产量就从数百

桶扩大到超过 20,000 桶，员工亦

由 12 名增加到数百名，啤酒厂实

现了全方位发展。

Semper Ardens 
（永远燃烧）

嘉士伯、嘉士伯实验室和嘉士伯基

金会的精神均追求卓越，向完美和

崇高致敬，坚信只要付出努力、为

之奋斗并怀有梦想，就会取得令人

惊叹的成果。

 J.C. 雅可布森用“金科玉律”

表达出的这些精神，卡尔•雅可布

森以格言 Semper Ardens 再次

强调（题写在嘉士伯其中一座建

筑物的入口处）。“Semper”的

意思是“始终”，而“Ardens”

的意思是“燃烧、激情、狂热”。

因此，Semper Ardens 意指对品

质、成果和发挥重要作用始终保持

如烈火燃烧般炽热的激情。

 Semper Ardens 是拉丁语，

众所周知，拉丁语是一种古老的语

言，它是现代文明得以融合的根

源。由此，在 20 世纪初，卡尔•雅
可布森就预测到嘉士伯啤酒公司将

会展开漫漫的国际化历程。这正是

他父亲遗志的直接延续并不断在全

球化背景之中发展。

满怀激情追求品质

整个 20 世纪，嘉士伯出口量稳步

增长，一度出口到远东，但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

口量才真正实现井喷。从 1956 年
到 1969 年，丹麦之外地区对嘉士

伯比尔森啤酒的需求量开始迅猛增

长，嘉士伯出口总额也翻了一番。

 多年来，嘉士伯与乐堡（当

时丹麦第二大啤酒酿造厂商）一直

合作密切。1970 年，在嘉士伯和

乐堡完全合并为一家公司后，嘉士

伯基金会仍为新公司的控股股东。

随后，合并后的嘉士伯也迅速成为

一家占有巨大出口市场份额的国际

化大公司并一直稳步发展至今。

 回望历史，与乐堡的合并之后

的众多运营规则对于嘉士伯一步步发

展到今天的国际化业务版图的策略提

供良好的注释。嘉士伯并非不惜一切

代价进行业务扩张，而是精心挑选可

增加嘉士伯业务能力和市场占有率的

啤酒厂，更要注重借鉴其本身原来的

价值：那些啤酒厂必须拥有浓厚的啤

酒文化，并同样对啤酒和质量充满激

情。这样嘉士伯可以与其共同分享酿

酒的真谛与乐趣。

 丹麦的乐堡，挪威的棱格内

斯 (Ringnes)、芬兰的赛恩布里阔

夫 (Sinebrychoff) 以及其他众多

啤酒厂均拥有追求高质量啤酒产品

的激情，21 世纪初它们均陆续被纳

入嘉士伯集团的旗下。

 最近一次的大型收购发生在 
2008 年，当时嘉士伯收购了苏格

兰•纽卡斯尔啤酒公司 (Scottish & 
Newcastle) 50% 的份额，并获得

对包括波罗的海啤酒公司 (Baltika 
Breweries) 在内的许多俄罗斯和

波罗的海啤酒厂的完全控制权。

同时，嘉士伯还收购了欧洲的另

一些啤酒厂，如法国的凯旋啤酒厂 
(Kronenbourg) 以及比利时的传奇

啤酒公司格林伯根 (Grimbergen)。
这些啤酒厂历史悠久，拥有优良的

酿造传统，有些在 J.C 雅可布森创

立嘉士伯之前成立，其中最早的一

家具有 700 多年历史，成立之日可

以追溯到公元 1128 年。

啤酒的联合国

嘉士伯的发展历程不同凡响，从最

初哥本哈根城外一座小山上的一家

小型地区性啤酒厂起步，发展至今

成为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啤酒品牌的

国际性啤酒酿造集团。

 今天，嘉士伯旗下不仅拥有

诸如乐堡、K1664、格林伯根和萨

默斯比 (Somersby) 等许多国际优

质品牌，而且还拥有一系列受欢迎

的地方品牌，如棱格内斯啤酒、费

德施罗森啤酒 (Feldschlösschen)、
波罗的海啤酒 (Baltika)、Okocim 
啤酒、Lvivske 啤酒、山城啤酒、

新疆啤酒和老挝啤酒 (Beerlao)。
嘉士伯以身为北欧、西欧和东欧规

模最大的啤酒集团为傲，同时它在

追求完美
嘉士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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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士伯集团

规模上在北欧、

东欧和西欧名列第一

业务遍及全球 150 个国家与地区

在亚洲也占据主导位置

500 个不同品牌，其中包括嘉士伯、

乐堡、K1664、格林伯根和萨默斯比

等国际优质品牌

40,000 名员工，

分布在世界三个大洲

2013 年售出三百六十亿瓶啤酒

目前，嘉士伯集团

是全球第四大啤酒酿造集团

追求完美
嘉士伯集团



嘉士伯中文广告。嘉士伯为

了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也

会在业务出口的目标国家/地

区采取本地化的广告宣传。例

如，20 世纪初期，产品出口到

中国时，嘉士伯采用了以下广

告语：“本啤酒芳醇怡人，畅

爽激情、好运连连。全球最有

特色的美味饮品，享誉四洲。

质优价廉，人见人爱！”

小即是大

与其最邻近的竞争对手相比，嘉士

伯集团规模上仍然是个小字辈。但

有时候，小即是大。自嘉士伯创立

之日起，就深具创业精神和挑战者

的斗志。J.C. 雅可布森和卡尔•雅
可布森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

深思熟虑后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

从而取得更卓越的成果。结果是，

父子两人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直接竞

争的态势当中。但这是一种良性竞

争，他们相互推动着对方做得更出

色。对于 J.C. 雅可布森来说，尤是

如此，因为这意味着要以其子为榜

样，实现其生产现代化，以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 
 在今天瞬息万变、创新为常

态的世界中，保持极强的可塑性

和灵活性、永远领先一步是至关重

要的。对于嘉士伯集团而言，必须

迅速做出决策，缩短从构思到执行

的时间。这同时也意味着面对全球

化，要采取“全球本土化”策略，

即通过分享经验并充分利用集团中

目前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化态势，将

全球视野与本土化经验紧密结合。

这也意味着全体员工需要共同努力

奋斗，以确保 J.C. 雅可布森和卡尔•
雅可布森身上所体现的开明精神仍

能够在整个组织内部顺利实施。没

有这种开明精神，信任、创新和进

步就无从谈起。这种开明精神正是

打开未来之门的关键。

不破不立

1876 年，J.C. 雅可布森将其啤酒厂

捐赠给嘉士伯基金会。嘉士伯集团

目前是唯一一家由基金会管理的全

球性啤酒集团。这样的做法可以有

效地防止被恶意收购，还有利于公

司业务策略上兼顾短期与长期的发

展。最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

基金会保证了公司的稳定性。简而

言之，基金会在促进嘉士伯的业务

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除了嘉士伯集团必须适

应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嘉士伯基

金会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因

为此，嘉士伯与乐堡合并，也出资

收购苏格兰•纽卡斯尔啤酒公司。随

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章程也随即

进行调整。在 2013 年基金会章程

再度修改，取消了对 25% 的资本

所有权要求，从而提高了财务灵活

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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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前基金会将继续持有股份，

凭借 A 股和 B 股之间的差异来确

保掌握绝对表决权。

 目前全球啤酒市场面临着极大

压力，各种迹象均表明，再过几年

全球可能就仅会剩下少数几家大型

啤酒公司。为了应对国际整合，嘉

士伯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收购或并

购，而对章程的最新修改是为未来

收购与并购进行准备。嘉士伯基金

会将竭尽所能来确保嘉士伯集团持

续发展，实现 J.C. 雅可布森的对最

高啤酒品质的最终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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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嘉士伯集团的产品已

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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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则专攻

若嘉士伯的各个啤酒厂要在企业社会责任

方面显示出领导地位，其社会责任与创新

精神必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能源、二氧

化碳和水固然是长期关注的焦点，可持续

型包装也同样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也会发布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

告其中的一个亮点是持续降低的能

源消耗、耗水量，以及二氧化碳排

放量。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嘉士

伯啤酒厂在能效、用水效率以及诸

如运输饮料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低排放量方面的表现在全球啤酒行

业均处于领先地位。节能环保对企

业长远发展非常有益，同时也进一

步牢固确立其在环保、社会承诺方

面的领先地位。

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嘉士

伯集团旗下的俄罗斯啤酒厂 

（即波罗的海啤酒公司）正

在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开展合作，

投资 10 亿卢布用于在俄罗斯

开展环保项目。

以富有责任的方式发展

嘉士伯发展理念是：“以富有责任

的方式发展”，并专注于新思维、

创新精神和合作关系。此外，嘉士

伯已与全球规模最大的酿酒制造商

联合，以降低和阻止过度饮酒所带

来的不良影响。目前，嘉士伯正积

极通过与各国政府当局及其他利益

相关方密切探讨，实施理性饮酒的

倡议，并支持国际健康目标。嘉士

伯旗下的各地公司也积极开展“理

嘉士伯曾赞助在波兰和乌克

兰举行的 2012 年欧洲杯足

球锦标赛。作为本次赞助活

动的一部分，嘉士伯曾对体

育场工作人员进行有关对包

装废物分类以及回收利用的

培训。

性饮酒”的消费者系列活动，并对

自身的营销活动进行严格把控，传

递正面的信息。

 嘉士伯同时还通过“嘉士伯

循环型社区”(Carlsberg Circular 
Community) 这一开创性全球项目，

来实施其上述可持续包装的主张。在

这一活动中，啤酒专家与众多全球最

大规模的包装材料（如罐装、玻璃、

纸板箱和塑料）提供商携手合作，创

造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型包装方法，

倡议使用 Cradle-to-Cradle® （从

减轻

 减轻重量，或改用对环境影

响更低的包装设计。

回收

鼓励消费者回收包装，并增加

采用新包装中再生成分比例。

复用

提高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率，

主要关注玻璃瓶的使用。

反思

反思包装和浪费，例如，通

过将包装材料专门用于其它

产品，来回收包装材料。

     回收

    减轻

  复
用

 

    
 反

思

可持续型
包装

摇篮到摇篮）方式，消除浪费、

优化包装设计，以便于再利用和回

收。这一项目不仅涉及到嘉士伯的

供应商，而且还涉及到连锁超市及

其他行利益相关方。这是一场关乎

改变和革新的运动，涉及到企业发

展与责任感，以及合理运营等方方

面面。

J.C. 雅可布森建立嘉士伯之初，

难以酿造出令人满意的啤酒。

时过境迁，现在采用新的方法

和科技，可以酿造出更优质啤酒。

 而今天的挑战在于，在使用

令人满意的方法酿造出高品质的

啤酒的同时，同样需要考虑保护环

境、促进资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因素。因此，嘉士伯有明确的企业

社会责任政策。

 正如嘉士伯集团会发布年度财

务报告一样，其旗下的各个啤酒厂

追求完美
企业社会责任

30 31



酿酒艺术
始于科学

嘉士伯基金会自 1876 年已开始管理嘉士伯实验

室。多年来，嘉士伯实验室取得众多突破性科研

成果，为现代酿酒工艺带来了一场革命。正是在

该实验室中，首次培养出了纯粹的酵母，后来又

首创了 pH 标度。最近，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培

养出一种被称为 Null-LOX 的大麦，使用这种

大麦酿造的啤酒的贮存期长，泡沫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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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本质上讲，啤酒主要由

麦芽、水、啤酒花和酵

母酿造而成，是通过制

麦、酿造、发酵、过滤和灌注分阶

段生产出来的。从四种主要成份和

五个不同生产阶段来看，啤酒的生

产工艺流程并不复杂。但事实并非

如此，嘉士伯研究中心 (Carlsberg 
Research Centre) 的 150 名工作

人员深深了解这一点。J.C. 雅可布

森也同样感受颇深，因此他于 1875 
年创建了嘉士伯实验室。

J.C. 雅可布森坚信只有了解啤酒酿造

过程中的所涉及化学和有机生理学等

科学的知识与原理，才能够提高啤酒

品质。在其年轻的时候，在参加了有

关生物学和化学的大学课程后，他了

解到科学研究成果是如何在众多领域

提高生产率和品质的。同时他还认识

到，科学是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的基

础。J.C. 雅可布森在其年轻的时候就

意识到，通过科技的发展将会对其一

生所钟爱的啤酒事业起到巨大的推动

作用。

 随后，他在嘉士伯建立了

一所专注于啤酒酿造的科学实验

室。当时，科学家们围绕啤酒的

发酵是因为化学过程还是因为生

理过程这一问题，争议很大。因

而，J.C. 雅可布森建立了两个由

不同教授来主持研究小组，其中

一个小组专攻化学，而另一个小

组则专攻生理学。

 在实验室的门厅里，J.C. 雅可

布森题写的富有远见性的文字至今

仍然存在：

“任何具有理论 
或实践重要意义 
的实验室活动成果 

 均不应保守秘密。”

J.C. 雅可布森十分欣赏在欧洲游学期

间所遇到的科学家们的诚信和慷慨，

对于科学成果所赋予他事业上的动力

心怀感激。可用如下基本信念来表达

他的思想：开明精神和知识共享可

促进创新和进步，不仅对嘉士伯是

如此，对整个社会来说亦是如此。

革命性成果

多年来，嘉士伯实验室已取得一系

列突破性科研成果。嘉士伯实验室

研究成果众多，是现代酿酒、其他

知识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自然科学研

究的成功典范之一。

 生理学家 Emil Christian 
Hansen 教授（嘉士伯实验室工作

人员）在世界上首次培养出纯酵母。

在此之前，受法国著名科学家路易

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 的启

发，采用的是纯化方法。但是 Emil  
Christian Hansen 通过论证证明，

该方法不够完美。所获得的酵母只

不过看似纯酵母而已，而事实上包

含几种酵母菌株和野酵母，很容易

会变质，导致无法控制发酵过程，

进而会降低啤酒品质。Emil Chris-
tian Hansen 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纯

酵母，并将其命名为“卡氏酵母” 

嘉士伯实验室的愿景：“嘉士

伯实验室的主要任务应为，尽

可能开发一种完善的科学基

础，以应用于麦粒发芽、酿

造、发酵工序。”目前，该实

验室融入了广泛的自然科学 

（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以便

推动诸如酿造、培育和生物技

术领域的科学研究与发展。

1883 年，生理学家 Emil 

Christian Hansen 教授 

（嘉士伯实验室工作人员）在

世界上首次培养出纯酵母。

(Saccharomyces carlsbergensis)，
或简称嘉士伯酵母。他后来免费无

偿提供该酵母给世界各地的其他啤

酒厂使用。这种酵母至今仍是嘉士

伯所用的酵母基础，而其竞争对手

（如喜力）也使用 Emil Christian 
Hansen 所培养的嘉士伯酵母来开

发自己的酵母菌株。

 20 世纪初嘉士伯实验室中另

一场重大突破是 pH 值的创立。今

天，pH 值是基础化学知识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并且是我们日常词

汇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并非如此，

啤酒酿造对酸度极为敏感，因此，

如果希望控制啤酒的品质，就需要

能控制酸度。当时的化学家 S.P.L. 
Sørensen 教授在其啤酒酿造的工

作中发现必须要有一种精确度量酸

度的标度。

 基于这样的需求，Sørensen 就
开始用他所熟悉的 0 到 14 的数值来追

踪 pH 值，其中 0 为酸性，14 为碱

性。1909 年，他在一篇 150 页的科

学论文中发表了这一方法，这篇论

文的标题很低调：“有关酶的研究 
II”(Enzyme Studies II)。不过，

这种标度方法一经问世就开始风靡

全球，在化学、生物学以及食品和制

药行业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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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令人耳目一新

1876 年，嘉士伯实验室划归嘉士

伯基金会管理后，基金会一直给予

实验室鼎力支持。今天，嘉士伯研

究中心的方向是开展酿造和生物技

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重点是对原

嘉士伯基金会拥有接待国际顶

级科研人员参观访问的悠久传

统。该基金会很快将在哥本哈

根的嘉士伯啤酒集团总部附近

兴建 22 个公寓，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住宿。

材料、酵母、成份、酿造技术和啤

酒品质进行研究，并且嘉士伯实验

室已成为嘉士伯研究中心的重要组

成部分。

 研究中心近期的重大科研突

破是培育出了名为 Null-LOX 的大

麦。啤酒对光和热的敏感度高，这

就意味着如果将啤酒运输到全球各

地的话，长途运输中受温度大幅波

动的影响，啤酒味道甚至品质都会

受到破坏。

 在嘉士伯研究中心，科研人员

筛选了 20,000 种不同的大麦类型

进行比较后，发现特定酶会影响啤

酒新鲜清爽的口感。历经努力，经

过杂交培育出不含这种特定酶的大

麦，并取名为 Null-LOX。

 现在嘉士伯的所有比尔森啤酒

均使用 Null-LOX 大麦酿造，啤酒

风味更醇厚、贮存期更长、泡沫更

持久。

品味未来

嘉士伯研究中心是当今世界上饮料

产品行业中领先的科研机构之一。

但是其追求卓越和终极品质的旅程

不会就此止步。因此该实验室致

力于面向未来酿造啤酒。我们一直

在追寻：品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今

天所理解的产品品质与未来的品质

有何不同的，其口味如何？气味如

何？外观色泽如何？

 中心内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

致力于研究开发全新美味爽口的无

醇啤酒。新的研究还表明，啤酒就

像葡萄酒一样，对健康也有很多益

处。正如葡萄酒一样，啤酒是一种

天然产品，其中含有维他命和矿物

质，适量饮用啤酒也可以预防某种

特定类型的疾病。因此，嘉士伯研

究中心还通过与啤酒专家携手合作

启动了众多研究项目，目的在于酿

造出可与最优质的葡萄酒媲美，前

所未有的高品质啤酒。

加点儿山莓味

您是否喜欢啤酒中加入点儿焦糖

味、山莓味或百香果味？嘉士伯酿

酒专家目前能以百分百精确度生产

出所渴望的啤酒风味，这一成果与

嘉士伯实验室早期针对酵母的科研

工作密不可分。这也是 J.C. 雅可布

森追求酿造完美啤酒梦想的体现。

 啤酒酿造属于科学还是艺

术呢？嘉士伯的理解是这两者都

有。J.C. 雅可布森和卡尔•雅可布森

当时均对此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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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力量
嘉士伯基金会支持富有远见性、创新型研究，

同样也支持能让我们更具智慧、有助于我们

处理全球问题、造福人类的研究。

嘉
士伯基金会积极参与了

很多为全球性难题提供

解决方案的活动，为私

营和公立企业提供了各项支持。洁

净饮用水、可持续性发展、能源、

环境、气候变化和养活日益增加的

世界人口等全人类面临的问题，需

要社会各界协同行动。同样，要

提高对我们的历史、文学、艺术和

社会状况的了解，也需要企业、组

织和公共机构之间协调一致的努力

和协作。正是因为怀有这一远大理

想，J.C. 雅可布森于 1876 年创立了

嘉士伯基金会，同时也正是由于这

一理想，嘉士伯基金会正在利用其

研究经费将理想转化为实际行动。

科学社会责任

嘉士伯基金会坚信，解决世界难

题的关键在于对其他的研究进行投

资。因此，嘉士伯基金会支持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内

的突破性卓越研究。同时，嘉士伯

基金会始终以科学社会责任 (SSR) 
为主导，对跨不同科学领域的各种

倡议进行了优先级排序。2012 年，

嘉士伯基金会拨款总额近 1900 万
欧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经

费专项用于人才培养，并为科学人

员采购基本设备、使他们能够专注

于项目创新，及时发布重要研究成

果，从而使严谨的工作成果可以造

福世人。

 嘉士伯基金会所支持的科研并

不特定于某个具体的提议。拨款针

对的是科研工作，并会给予各位科

研人员信任和表达自我的自由。正

是由于这种科研工作，为实现真正

的创新铺平了道路。例如，嘉士伯

基金会将这种信任和自由给予了举

世闻名的科学家尼尔斯•玻尔，为其

整个辉煌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大量经

济上的支持。早在 1911 年，即在玻

尔因其量子力学领域的突破性研究

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的

整整 11 年，嘉士伯基金会就为其低

调的海外留学申请提供大力支持。

 从 1932 年起至尼尔斯•玻尔

于 1962 年逝世，他一直居住在哥

本哈根的嘉士伯基金会提供的荣誉

公馆中，该公馆建在位于嘉士伯啤

酒厂的 J.C. 雅可布森的大厦内。

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因获得诺贝尔奖而举世闻

名，在他整个辉煌的职业生

涯中，嘉士伯基金会为他提

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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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士伯基金会科研奖创立

于  201 1  年，以纪念嘉士

伯 创 始 人  J .C .  雅 可 布 森

诞辰 200 周年。2013 年

的获奖者分别为奥胡斯大

学的天文学教授  Jørgen 

Christensen-Dalsgaard，以

及哥本哈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Claus Bundesen。他们每个

人均因各自所取得的突破性成

果和国际知名的科研成就而获

得一百万丹麦克朗（约合九百

万人民币）的奖金。该奖项由

荷兰王储妃殿下颁发。

“欢乐与慰藉之源”

在 J.C. 雅可布森于 1876 签署给丹

麦皇家科学暨文学院的赠予证书

中，他阐述了自己身为啤酒酿造师

不仅对科学极为痴迷，而且还很享

受他从科技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和光

辉。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是欢乐

与慰藉之源”。因此在 2011 年，为了

纪念 J.C. 雅可布森诞辰 200 周年，

嘉士伯基金会设立了嘉士伯基金会

科研奖 (Carlsberg Foundation Re-
search Prize)；基金会旨在通过该

奖项，来大力支持那些为基础研究

做出重要贡献和普及科学认知的科

研人员。每位获奖者获得一百万丹

麦克朗（约合九百万人民币）的奖

金用于鼓励丹麦在基础研究的进步

与成果国际化。

 2013 年的获奖者分别为奥

胡斯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Jørgen  
Christensen-Dalsgaard，以及哥本哈

根大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的心理学教授 Claus Bundesen。 
Christensen-Dalsgaard 因在恒星

结构和演化领域的国际研究中担任

领军人物而获此奖项。他为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开普勒太

空望远镜 (Kepler Mission) 项目做

出了卓越贡献，该项目旨在寻找太

阳系附近类地宜居行星。而 Bun-
desen 获得该奖项是因为，他在

视觉注意力的数学-心理理论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该理论用于对儿

童和成年人大脑疾病及精神障碍进

行诊断。

 该奖项的所有获奖者均对全球

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创造

性解决方案，以及让人类更聪明及造

福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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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于艺术
卡尔•雅可布森相信， 

人们生活在美的环境中， 
会变得更加美丽和美好。 

在他看来，艺术可以陶冶情操， 
应像支持科学一样来支持艺术。 
因此，他创建了新嘉士伯基金会，

并成为嘉士伯基金会的一部分。

哥本哈根著名的地标“小美

人鱼铜像”，创作灵感源于 

H.C. 安徒生的同名童话故

事。这尊铜像是丹麦雕刻家

爱德华•艾瑞克森 (Edvard 

Eriksen) 的作品，由卡尔•雅

可布森于 1913 年捐赠给哥本

哈根。2010 年世博会期间，

在新嘉士伯基金会的资助下，

这尊铜像被运往上海世博会作

为丹麦馆的镇馆之宝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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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士伯的价值观“Semper 
Ardens（永远燃烧）”

源于卡尔•雅可布森。

正是在这一格言的基础上，他创建

了自己的啤酒厂。作为新嘉士伯的

一名啤酒酿造师，卡尔•雅可布森的

特点是追求优异、具有专业精神，

并善于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洞察啤

酒市场的发展动向。然而，正如其

父亲一样，卡尔•雅可布森也渴望完

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因此将自

己定位为“服务于艺术”。

 卡尔•雅可布森对于艺术的热

情在今天的嘉士伯依然清晰可见，

在嘉士伯，对工业建筑物进行装饰

总是放在第一位。比如，在这里您

可以看到 56 米高的曲折烟囱上饰

以埃及莲花装饰图案。直到今天，

该建筑仍然不愧为工业建筑中一颗

熠熠生辉的明珠。 
 卡尔•雅可布森还以艺术品收

藏家和捐赠人身份并担任自己艺术

博物馆（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的

馆长而闻名。在位于哥本哈根市中

心的这座北欧最好的博物馆里，人

们可以欣赏他的独特艺术品收藏。

 1902 年，卡尔•雅可布森更加

全心投入到艺术服务当中。当时，

他将自己的啤酒厂“新嘉士伯”转

归嘉士伯基金会管理，并创建了新

嘉士伯基金会。他的愿望是，在嘉

士伯基金会的庇护下设立独立的基

金会，这样可以促进艺术（而非科

学）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正如 
J.C. 雅可布森相信科学是通向更美

好社会的钥匙一样，卡尔•雅可布森

坚信，人们生活在美的环境中，会变

得更加美丽和美好。在卡尔•雅可布

森看来，艺术可以陶冶情操，应像

支持科学一样来支持艺术和学术。

故事的两个方面

今天，嘉士伯基金会发展的两个中

流砥柱是：艺术与科学。这样，它

代表了人性的现代观念，在此观念

下，理性与感性、科学与艺术并非

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自 1902 年以来，新嘉士伯

基金会已划拨近 16,000 笔款项。

目前该基金会每年的经费已达约  
1400 万欧元（约合 1 亿 2000 万
元人民币），致力于为艺术品收购

（捐献给博物馆）、公共场所装饰

及书籍出版等活动提供资助。新嘉

士伯基金会已捐赠世界一流艺术家

创作的作品，这些艺术家诸如帕勃

罗•毕加索、保罗•高更、克劳德•莫

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亨利•尔
和阿斯格•约恩，以及近现代一些

艺术家，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路易丝•布尔乔亚和艺术双人组合 
Elmgreen & Dragset。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的艺术

价值也显而易见，该博物馆除了

古董之外，还收藏了令人叹为观止

的法国印象派作品。新嘉士伯基金

会一直力求确保每个人均可欣赏艺

术品，因此博物馆每周免费开放一

天，同时配备导游。

 借助新嘉士伯基金会，卡尔•
雅可布森真正将嘉士伯基金会投入

到艺术服务当中。目前基金会对此

依然充满热情，并亦将永远如此。

嘉士伯基金会对艺术和文化

的承诺不仅表现在新嘉士伯

基金会在科学与艺术领域的

资助项目，该基金会还直接

负责管理哥本哈根北部的菲

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并

通过乐堡基金会为商业、文

化和体育提供支持。

阿斯格约恩的作品《Le vent nous 

emporte》（1970 年），珍藏于日

德兰半岛锡尔克堡的约恩博物馆中。

亨利摩尔的作品《斜倚的人形》（五） 

(Two Piece Reclining Figure 5)（1963 

年 - 1964 年），使哥本哈根北部路易

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雕塑公园更

为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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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新嘉士伯基金会将

丹麦画家威尔汉姆•哈莫修

依 (Vilhelm Hammershøi) 

的作品《房间内坐在桌后

的女人》 ( Interior with 

woman behind a table) 

（约 1910 年）捐赠给哥本哈根

北部的奥德鲁普戈德博物馆  

(Ordrupgaard Museum)。

卡 尔  雅 可 布 森 在 他 位 于  

Valby 的住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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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的收藏

品囊括了约 10,000 件艺术

品，包括很多重要作品，如

埃德加•德加的作品《十四岁

的小舞者》(Little Dancer of 

Fourteen Years)。

分享 
激情与美丽
卡尔•雅可布森将自己定位为“服务于艺术”， 
因此他将自己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收藏公开 
展示给世人观赏。并将展馆命名为新嘉士伯艺术 

博物馆。今天这座国际知名的博物馆， 
亦成为新嘉士伯基金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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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标题“在罗马所见简

陋展出的观察”记录显

示，20 岁的卡尔•雅可布

森首次游览意大利首都时，他看见

的简陋的展馆与今天参观哥本哈根

的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形成了鲜明

对比。该博物馆中仅古埃及、希腊

和罗马的艺术品的魅力就令人难以

抗拒。除此之外，这座位于哥本哈

根市中心的博物馆向公众展示的各

种艺术流派的重要艺术品中尤其包

括了自 19 世纪以来一大批法国和

丹麦现代艺术藏品。

对人的热情

卡尔•雅可布森的笔记（源于密集

的博物馆活动安排）介绍了很多

次对罗马最重要收藏品的重复性

参观经历，这些笔记印证非常重要

的一点：他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终生

未变。这种“艺术观察”激情随着

时间的推移，在卡尔•雅可布森身

上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专业技能； 
“他总是紧跟古典艺术的步伐，是

最新活动的热情追随者。”他的格

言“Semper Ardens”（永远燃

烧）扩展到他与艺术之外密不可分

的关系。在他 18 岁时，他已经开始

向哥本哈根的一家博物馆捐赠一份小

型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捐赠者。随

着财富增长，除了自己收集了大量艺

术品之外，他也通过拨款和捐赠为艺

术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1882 年，深信艺术能够美化

和丰富人们的生活，卡尔及其妻子

奥蒂莉亚对外开放了其私人住宅，

让人们可以参观其令人叹为观止的

雕刻收藏品。受巴伐利亚路德维希

国王兴建的慕尼黑格里陶德博物馆

的启发，他将藏馆同样命名为新嘉

士伯格里陶德艺术博物馆（即前文

的“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 译

者注）。展品大受欢迎，公众对该

博物馆极为感兴趣，卡尔•雅可布

森也迫切增加博物馆的艺术品，以

至于他的收藏很快超出家里所能容

纳的空间。1888 年，他将自己的

收藏捐赠给丹麦。丹麦和哥本哈根

市承诺赠送地皮用于兴建新嘉士伯

艺术博物馆，帮助其延续展出。新

嘉士伯艺术博物馆选址趣伏里公园

对面，其建筑样式采用的是当时的

古典主义风格，并最终于 1897 年
落成向世人开放。初期公众只能够

欣赏藏品中的现代艺术品，但后来

在 1906 年扩建之后，古代艺术品

也逐渐得以展出。

展现它们自己独特的美

卡尔•雅可布森在制定展览计划时，

希望艺术品和空间可以相互影响，

以使“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它们所展

现的独特之美，被其美丽所深深吸

引”。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时至

今日，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仍是丹

麦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除了哥本

哈根当地的人们热情地成群结队来

欣赏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卓越的艺

术展品，而且通过开创性的展览计

划，该博物馆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里

的环境布置，包括带有美丽玻璃穹

顶的热带棕榈园，以及国际知名的

建筑师亨宁•拉森 (Henning Lars-
en) 1996 年采用大理石和混凝土

结构建造的一流侧翼（恰好是其个

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尽享艺

术世界中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至

于在 2013 年，它用来自世界各

地同等数量的收藏作品成功补充

了自己所收藏的 80 件由德加创作

的作品，并设立了名为“德加的

方法”(Degas’ Method) 主题

展览，展现了法国印象派丰富多

彩的绘画和雕刻作品如何为印象

派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格奈乌斯•庞培 (Gnaeus 

Pompeius Magnus) 的大

理石像被视为世界上最佳古

罗马肖像。

冬季花园，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

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广泛收

集了保罗•高更的作品，这些

作品展现了其职业生涯发展

轨迹：巴黎 - 哥本哈根 - 布

列塔尼和大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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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国际
立足本国

自 1878 年以来，嘉士伯基金会就一直在运营哥本哈

根北部的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该博物馆充分

反映了 J.C. 雅可布森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在这座北

欧规模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中，世界各地的

游客们蜂拥而至，他们在它巧夺天工的花园里看到

看到的不仅仅是丹麦的历史，还有世界的历史。

菲特列堡于 1882 年向公众开

放后，J.C. 雅可布森将国家

历史博物馆移交给嘉士伯

基金会管理。该基金会董

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董

事长，由来自丹麦洛森堡宫

皇家收藏馆现任馆长担任；

副董事长，由嘉士伯基金会

董事长担任；第三位成员为

博物馆专业人士，由丹麦王

室任命。

系。他热爱丹麦，因为正是丹麦

给予他发展酿酒事业的空间。但

同时，J.C. 雅可布森并非贸易保护

主义者，也不是被国家自给自足观

念完全占据的一个人。相反，在创

建嘉士伯啤酒厂的过程中，跨国合

作、激励和思想交流是其一直坚持

的指导原则。他亲自与欧洲一流啤

酒厂的同仁们分享经验和知识，或

邀请杰出的科学家（如路易斯•巴
斯德）来参观嘉士伯实验室。J.C. 
雅可布森将同样的开明精神运用到

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中，这座

博物馆是他于 1878 年成立的。他

将该博物馆划归嘉士伯基金会的一

个独立部门，以便确保有足够的经

费支持新成立博物馆的运行。

普世愿景 

当菲特列堡于 1859 年被毁坏之

后，J.C. 雅可布森作为一个普通公

民一马当先，出资重建以前的皇城 
（该皇城最早可追溯到 17 世纪初）。 
对于他所承担的任何事务，他同样

追求完美，展现出非凡的决心。这

种决心与他从海外获得灵感（尤其

是瑞典的格利普霍姆堡和法国的凡

尔赛宫）的愿景相辅相成。J.C. 雅
可布森的理念是，菲特列堡的博物

馆应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历史绘画

作品、家具、艺术和工艺品来娓娓

讲述丹麦的国家历史。他慷慨出资

观众厅是菲特列堡国家历史

博物馆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其

中一个展厅。

爱
国者与世界公民 - 啤

酒酿造师 J.C. 雅可布

森辉煌 200 年”是菲

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为 2011 年
的重要展览所起的一个非常生动的

标题，旨在纪念 J.C. 雅可布森诞辰 
200 周年。在位于哥本哈根北部西

勒洛德市 (Hillerød) 的这座博物馆

中，游客不仅能深刻体会到 J.C. 雅
可布森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对丹

麦自我认知的渴望，还会感受到他

强烈的国际化倾向。

 J.C. 雅可布森是真正意义上

的爱国者。他的深刻感受与哺育

他的这个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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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列堡的大部分内部结构

均在 1859 年的一场毁灭性火

灾中消失了。由于 J.C. 雅可

布森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他

在后来又重建了菲特列堡。

城堡中的大厅中展出的挂毯

于 1900 - 1928 年生产。在

此之前，来自丹麦的织工已

赴法国巴黎的戈伯兰制作中

心 (Manufacture des Gobe-
lins) 学会了这一要求极为严

格的工艺。在 J.C. 雅可布森

看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对于博物馆尤是如此，因为博

物馆延续和体现了其追求完美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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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物馆进行装修，并同时通过努

力让皇室和议会都相信了相应计划

的优点。他还贡献大量资金用于国

家捐助，以筹集资金来重建北欧规

模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城堡。

 J.C. 雅可布森希望处在以前

皇城旧址上的博物馆能够大大增

强丹麦人的历史观。他的视野不

仅仅局限于国家视野；用现在的话

说，他具有全球视野。对于国家视

野和国际视野如何形成互补和相辅

相成，J.C. 雅可布森有一个清晰的

概念。他的梦想正如重建博物馆的

目的所描述的一样：“希望展示丹

麦的历史，让人们了解丹麦如何在

人类的总体文化发展中发挥了自己

独特的作用”。这是一个远大的目

标，而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至

今仍在以不断完善、创造性和自觉

的方式，在国际上为实现此目标而

不懈努力。

国际交流

菲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清晰地

展示了如何通过博物馆，使国家

与国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更加紧密，较多近期展览都是通

过与来自世界各地重要文化机

构的进行密切协作而实现的。

例如，2013 年推出的主题展览 

“丹麦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关系 
— 1600 年–1900 年”就围绕沙

皇时期丹麦与俄罗斯之间密切关

系的历史而展开，在该展览众多

的展品中，其中包括来自巴甫洛

夫斯克和圣彼得堡郊外的沙皇别

墅中举行的盛大宫廷舞会上的精

美银器和优雅华美的礼服。

 在 2012 年的“中国北京的恭

王府 — 丹麦菲特列堡之行”主题

展览中，公众就能够身临其境般体

验一下中国北京独特的恭王府文化

风情。同时，该展览还可让参观者

深刻了解 19 世纪后半叶丹麦与中国

之间的关系。这是针对“中国与丹

麦 — 1600 年 – 2000 年”主题展

览，这次展览于 2008 年由菲特列

堡国家历史博物馆在北京恭王府举

办回访展出。

 菲特列堡是一个国际化旅游景

点，其魅力可与新嘉士伯艺术博物

馆（后来卡尔•雅可布森通过嘉士伯

基金会将新嘉士伯艺术博物馆捐赠

给了丹麦人民）相媲美。今天，菲

特列堡国家历史博物馆不仅吸引了

普通游客，而且还吸引了到访国家

元首（随行人员包括了商务人员、

政要和重要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

来参观。该博物馆为游客们精彩呈

现丹麦世世代代如何与世界其他国

家之间保持密切联系。

2007 年，菲特列堡国家历

史博物馆设立了“啤酒酿造

师 J.C. 雅可布森摄影奖” 

(Brewer J.C. Jacobsen Portrait 

Prize)。2013 年，437 名俄

罗斯艺术家和约 500 名来

自北欧国家/地区的摄影师

参加了该比赛，这次比赛是

与嘉士伯集团旗下波罗的海

啤酒公司和圣彼得堡艾拉尔

塔现代艺术博物馆 (Erart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共同协办的。参赛作品包括

绘画、摄影和视频短片。获

奖者为来自英国的詹姆斯•海

牙 (James Hague)。

在“中国北京的恭王府 — 丹

麦菲特列堡之行”主题展览

中，公众就能够身临其境般

体验一下中国北京独特的恭

王府文化风情。

沙皇亚力山大三世、沙皇皇

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旧

称“丹麦德格玛公主”）及

其儿子米哈伊大公，由劳瑞

兹•图森作于 18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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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年，雅各布•克里斯蒂安•雅可布森

（J.C. 雅可布森）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

1835 年，J.C. 雅可布森的父亲去世，J.C. 雅
可布森接管了其父亲的白啤酒厂。

1836 年，J.C. 雅可布森首次到阿尔托纳的 
Langes Bryggeri 和汉堡游学，旨在学习了

解底部发酵酿造啤酒技术。

1842 年，J.C. 雅可布森的儿子卡尔出

生。J.C. 雅可布森踏上第二次游学之旅，

地点包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

意大利等。

1845 年，J.C. 雅可布森开始采用底部发酵

方法酿造啤酒。他到慕尼黑旅行，从酿酒师

塞德麦尔 (Sedlmayr) 那里获得了底部发酵

酵母。在乘坐驿站马车回家的途中，他使用

改造的帽盒携带酵母，并通过在每个驿站将

酵母放在水龙头下冷却，让酵母保持新鲜。

1847 年，J.C. 雅可布森创建嘉士伯啤酒厂。

首批桶装啤酒于同年 11 月 10 日出厂。

1868 年，嘉士伯生产的啤酒首次出口到

英国。

1869 年，J.C. 雅可布森将数批啤酒运送到

远东和中国，以了解啤酒是否适合出口。

1871 年，J.C. 雅可布森将一家附属啤酒厂

给予其儿子卡尔•雅可布森；卡尔可在该附

属啤酒厂酿造自己的啤酒。

1875 年，J.C. 雅可布森创建了嘉士伯实验室。

1876 年 9 月 25 日，通过签署给丹麦皇家

科学暨文学院的赠予证书，成立了嘉士伯

基金会。嘉士伯基金会接管了嘉士伯实验

室的管理工作。

1878 年，J.C. 雅可布森建立了菲特列堡国

家历史博物馆。

1881 年，卡尔•雅可布森创建了新嘉士伯啤

酒厂，并于当年 8 月 14 日开业。

1882 年，上述附属啤酒厂与 J.C. 雅可布森

的啤酒厂合并。为避免嘉士伯与新嘉士伯两

者之间混淆，J.C. 雅可布森将他自己的啤酒

厂命名为“旧嘉士伯”。

1883 年，嘉士伯实验室的 Emil Christian 
Hansen 教授取得了划时代的科研成果：

发现了培养纯酵母的方法。该方法未申请

专利，而是无偿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啤酒厂

使用。 

1884 年，J.C. 雅可布森将菲特列堡国家历

史博物馆移交给嘉士伯基金会管理。

1887 年，J.C. 雅可布森在罗马旅行期间逝

世。嘉士伯基金会行使对旧嘉士伯的所有

权和管理权。

1897 年，由卡尔•雅可布森出资兴建的新

嘉士伯艺术博物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正式

竣工开放。

1902 年，卡尔•雅可布森设立新嘉士伯基金

会，以资助艺术和艺术奖学金。同时，他将

新嘉士伯移交给嘉士伯基金会管理。两家啤

酒厂现在拥有一个共同的所有者即嘉士伯基

金会。基金会同时负责对新嘉士伯艺术博物

馆运营管理。

1 9 0 9  年 ， 嘉 士 伯 实 验 室 的  S . P . L . 
Sørensen 教授发明了 pH 标度方法，用

于测量物质的酸碱度。

1913 年，卡尔•雅可布森将“小美人鱼铜

像”捐赠给哥本哈根。该铜像后来成为该

城市的标志。

1914 年，卡尔•雅可布森逝世。

1954 年，英国成为嘉士伯最大的出口市

场。每隔 12 天就有一艘满载嘉士伯啤酒的

货船横渡北海。

1968 年，嘉士伯在非洲国家马拉维的布兰

太尔创建了首家海外啤酒厂，这是丹麦针对

非洲国家/地区发展援助项目的一部分。

1970 年，嘉士伯和乐堡合并，组成了联合

嘉士伯公司 (United Breweries A/S)，即

嘉士伯啤酒公司和乐堡啤酒公司所联合在

一起的公司。

1972 年，嘉士伯在马来西亚创建了其在亚

洲的首家啤酒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

系列新的啤酒厂陆续在欧洲和亚洲建立。 

1976 年，嘉士伯研究中心成立，嘉士伯实

验室被划归成为其下的一个核心部门。

1991 年，乐堡基金会（负责为文化、商业和

体育提供支持）成为嘉士伯基金会的一部分。

2000 年，嘉士伯基金会修改章程，允许建

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子公司。

2001 年，嘉士伯与 Orkla 集团合并，并扩

展了与苏格兰•纽卡斯尔啤酒公司在东欧活

动方面的合作协议。

2004 年，嘉士伯买下 Orkla 集团的全部

股份，并扩展了其与苏格兰•纽卡斯尔啤酒

公司的合作。

2007 年，嘉士伯基金会修改其章程，从而

将资本所有权要求从 51% 更改为 25%，并

有权掌握至少 51% 的表决权。这一点是凭

借 A 股和 B 股之间的差异来确保的。

2008 年，嘉士伯收购了苏格兰•纽卡斯尔

啤酒公司 50% 的股份，并获得了包括波罗

的海啤酒公司在内的一系列俄罗斯和波罗的

海啤酒厂的完全控制权。同时，嘉士伯更名

为嘉士伯集团。

2013 年，为了提供更大的财务灵活性，嘉

士伯基金会再次修改章程，废除了 25% 的
资本所有权要求。但是，该基金会必须继续

持有至少 51% 表决权的股份。

“如果一个人如果能通晓生物化学、生物技术、

纳米科学、系统生物学和基因组学，其必将能

够成为 21 世纪领先的啤酒酿造师。我们应立志

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思想的啤酒制造商”。

弗莱明•贝森巴赫 (Flemming Besenbacher)  
嘉士伯基金会现任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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