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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1993 年，我们在香港注册公司时，在众多英文名字中，我一下子就

被“artron”吸引了——艺术（art）+ 电子（tron）。回到深圳，我

们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雅昌”。

90 年代的深圳印刷界，低端包装印刷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1994 年，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单业务，是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正

是这本图录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列出的 7 年历程，我深思了许久，最终做了个决定：离开美光。美光

作为合资公司的弊病逐渐暴露，前期发展过于顺利，整个公司没有建

立起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业务上升到一定阶段就很快没有了目标，没

有任何创新的动力……在美光，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先进设备，能够参

与做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我很享受这一段时光。

离开美光后，我开始创业，开始尝试，开启为梦想而奋斗的征程……

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我是 1980 年上大学，1984 年毕业，毕业一年以后深圳招聘，就来了

深圳，一晃 30 年过去了。30 年前，我从北京来到深圳，深圳还是一

个非常令人向往、也让我们觉得有优越感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没吃

过广东菜，我们没有去过沙头角，更没出过国，到深圳以后我们觉得

像出国一样。

在 30 年前，我们来这个地方——蛇口的时候，等于出了深圳。蛇口

进深圳的时候，一般是叫进城，说我们要去深圳，来一趟蛇口是不容

易的，但蛇口贴的字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深圳

30 年前讲的是效率。

在 20 年前，15 年前，深圳讲的是质量，现在开始，深圳讲的是品质，

30 年过去了，深圳从效率、质量、品质，一直在强调一种它自己创新

的文化，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跟其他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在不断地感

受深圳的这种精神，同时我们也参与建设深圳的文化。可以说，我们

这一代人把青春交给了深圳。

从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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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图录，形象点说，就是一本以拍品图片为主的书。通常在拍卖前，

拍卖公司会把所有的拍卖品印成画册，寄送给潜在的买家。在那个时候，

拍卖图录，对许多印刷厂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首先是因为拍卖图录的图片多，一场拍卖有玉器、瓷器、书画，甚至

还有装置艺术，对这些图片进行拍摄、修图、调色是相当繁琐的事情。

其次，拍卖图录对印刷品质的要求极高。图录中每一件拍品的价格，

都达几十万上百万，你不可能拿一本劣质的小册子给人看。

拍卖图录对品质的要求高，不仅是指印刷质量高、纸张好、油墨好，

一本好的拍卖图录一定要有品位，整体风格、材质、装帧，要体现出

拍卖公司的实力，激发起买家潜在的购买欲望，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正因为如此，20 多年前，拍卖公司的图录都在日本、中国香港做。也

正因如此，图录的品质是可对比的，内地做出来的东西和日本、中国

香港同行们曾经做过的图录放在一起，高下立见。

知道这些难点之后，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雅昌从做第一本拍卖图录开始，前后至少投入了将近 40 万元去收集世

界各地的资料来做研究。我们不仅研究图录的制作，还研究不同门类

的艺术品本身，力求图录能精准地还原艺术品原作的精髓。后来我们

又主动承接了嘉德等公司拍卖图录的制作，在业务中反复打磨和提升，

一步一步做到更好。可以说，雅昌与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是同时起

步的，也由此成为国内艺术印刷领域的“首吃螃蟹者”。

在印刷技术方面，我们独创了“雅奕”和“雅映”技术，这两项专利

使我们印刷出来的彩色和黑白印刷品更加鲜活，色彩更加丰富，细节

更加真实。一经推出，就引发了业界的惊叹。

有位长期在日本工作的摄影师，拿到“雅映”技术印出来的书以后，

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这种差别，就如看高清电视与普通电视的差别

一样。现在的印刷技术，只能把大自然百分之百的色域，还原到 60%

左右，而我们的专利技术，能让印刷色彩的还原达到 70% 以上。正是

这种技术，让许多摄影师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完美的还原。形象地说，

就是印刷机印出来的摄影画册，打开后，就是一本高档影集。每一张图，

如果裁下来放到相框里，就是一件艺术作品。

除了印刷，我们在装帧、纸张、油墨、工艺等诸多方面也都有相应的

专利技术，这就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最极致的服务。

印刷行业过去往往是被动加工，没有自己的产品。客户的订单，企业

拿来就做，不考虑服务、创意，不考虑将其加工变成产品，不考虑产

品具体适合哪些客户。这样的印刷企业实质上仍是生产加工型企业。

而我追求的是要使雅昌变成一家服务型企业，不一定要做得很大，但

一定要做得很精细，要能体现出细节的精神。我要求我们的员工全面

考虑客户所在行业的市场情况，考虑怎样通过设备、技术、工艺给客

户提供更好的呈现方式，帮助客户实现更好的销售、带来更好的效果、

创造双赢的局面。这其实需要我们对专业领域的产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探索，同时更离不开创新。

印刷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种类多种多样，相比于其他制造业相对较集中

的产品种类，印刷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会更困难一些。我的理解是雅

昌作为一家印刷企业，想要树立品牌，我们必须做好产品标准化这样

的基础性工作。统观全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标准化水平非

常低，更加不用说印刷企业的标准化工作了。然而我坚信，印刷企业

只有实现了产品的标准化，整个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提升，才能让人记

住你的企业。所以雅昌发展这二十几年来，首先抓的就是一个标准化

的工作，我们每一位员工都知道，“标准化、数据化、规范化”是大

家工作的基础原则。

我们有一句口号是“选择雅昌，一步到位”：一方面，我要求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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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力求零差错；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了几年的沉淀后，我们为每一

家拍卖公司都设计了一套标准，涵盖文字、版式、色彩、字体、字号、

间距、装帧等各方面的详细参数，这样标准化的做法，在加工行业中

也是开先河的。

把员工当成财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应该具

备的气质。企业只有建立激励机制，引进更好的人才，才能从基因上

有所改变，实现突破。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面对人才的稀缺、

经验的缺失，企业应给人才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创造更好的机会，

以共同创业的方式推进企业发展。

2003 年在北京雅昌，我特聘那位 15 年前把我引荐给美光、让我南下

深圳的日本印刷专家辻隆生先生作为雅昌的顾问，指导色彩标准化的

完善工作。

那年冬天，辻隆生感觉腰部不舒服。一开始，他还不以为意，但随着

疼痛愈发加重，他的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何曼玲、葛侬等人迅速将

辻隆生送往离酒店最近的解放军空军某医院检查。

CT 扫描结果出来后，罪魁祸首是“腹内主动脉血管瘤破裂”，这是

一种危险性极高的疾病。目前，全世界能做这种手术的医院也屈指可

数，在日本也只有东京能做这种手术，且手术的成功率只有 5%。病

情十万火急，专家说，北京协和医院是这方面的权威。我当即决定，

马上将辻隆生转院，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

经专家组的研究讨论，制定了两套手术方案，同时 20 人的医疗工作

组开始术前准备。第一方案是放支架做介入治疗，不用实施开腹手术，

但费用较高，需要 20 多万；另一方案是实施开腹手术，手术费用相

对较低。我毫不犹豫地要求采用第一方案，同时电话直拨日本，在得

到他的家人授权后，我代表辻隆生的家属，在手术单上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

午夜时分，辻隆生被推进手术室。这个手术危险性高，成功率低，我

一直守在手术室外，心情异常沉重，直到 27 日凌晨 2：30，手术室

的门开了，实施手术的三位主任告诉大家：手术很成功！辻隆生从死

亡线上被拉了回来。

从那以后，辻隆生把我当成了他的家人，真心实意为“大家庭”着想，

和雅昌共同建立了色彩的标准化体系，真正做到了“标准化、数据化、

规范化”。这套体系后来被各大印刷企业借鉴，成为行业内有据可循，

有理可依的印刷原则。

这件事也让我反思，天有不测风云，作为一个数千人的大企业，如何

最大可能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利益？所以，在雅昌，除按规定给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外，我们还为全体员工购买了至少 20 万的意外伤害保险。

2011 年，雅昌又成立了“员工关爱基金”，对患病、生活困难的员

工给予必要的救助。到今天，关爱基金已经发出去了上百笔，挽救了

数个面临困境的家庭。

一个企业家，把员工看成公司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一种爱。而通过制

度建立，形成立体的保障体系，把这种爱规范化，杜绝了随机性，这

是一种大爱。

有所不为，专注艺术印刷的精细化

我始终坚信，专业专注是我们打造优秀企业的法宝，也是我们事业走

向成功的第一要素。雅昌自 1993 年创办以来，一直秉持着创新、工

匠及企业家精神，在艺术领域兢兢业业、稳步发展。从传统印刷到专

精于艺术印刷，从艺术印刷延伸到艺术全产业链，雅昌坚持走专业化

的道路，在坚持专业中创新，通过盘点手中的资源，思考什么样的对

象是自己的客户，怎样满足客户需求，专于经营自己的客户与市场，

才最终实现了创新，才最终在专业的能力与服务上，体现出工匠的精

神和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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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艺术印刷，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需要在技术上不断创新、

挑战自我。我们的客户大多是艺术家、摄影师，理解艺术、理解艺术

家的需求，才能与客户顺畅地交流沟通，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所

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也是雅昌培训的重点。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员工：要想为什么样的人群提供最好的服务，就要

具备什么人群的思考和文化素质。要像艺术家一样对待工作，要像艺

术家一样思考，为艺术家进行再次创作。

雅昌的员工多来自各大美院，他们拥有专业的美术功底和知识，很多

同事本身就是艺术家。此外，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提

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比如每年我都会安排几十位雅昌员工

去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学习先进的技术。我们举行了中国艺术史、

西方艺术史的内部培训课程等等，以此来提高员工的艺术修养和管理

水平。

完美的印刷，一定要认真研究艺术家原作的特色、风格、味道，才能

履职风采

做到形神兼备。比如某位艺术家的画，笔触扫过去总显得轻描淡写，

非常素雅。可印刷出来的画册，画作的色彩反差非常大，墨色非常浓厚，

画的形虽然在，但却把它的神韵给弄丢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重大

的失误。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拍卖图录、艺术画册中，

常常会涉及瓷器，为了更好地还原瓷器的质感，我去景德镇时特意买

了一堆碎瓷片回来，有元代的、明代的，有青花，有粉彩。这些瓷片，

都镶在镜框里挂在车间，处理图片的员工们天天看，再做瓷器的图片

处理时，就极容易找到感觉。

艺术修养的培养，可不像买一台好设备那么轻而易举，它需要长期地

积累。无论是在深圳、北京，还是上海，走进雅昌，就如走进了美术馆、

博物馆。当然，这些艺术品不是装点门面的装饰。我相信，良好的艺

术氛围，员工们耳濡目染，能渐渐提高艺术的鉴别力与欣赏能力。

“我拼我最喜欢的，我喜欢艺术，也懂艺术。”凭借对艺术的热爱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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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2003 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美国印制大奖的评选，荣获了 1 枚被称为

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金奖。当时是我第一次领这个奖，很兴奋也

很紧张。因为过度紧张，一连去了几次洗手间，同事们都很担心我错

过了领奖。可几届参选下来，横扫全场大奖对雅昌来说已如探囊取物。

到了 2013 年，我们获得的班尼金奖总数已成为全球之最，4 个人一

起上台领奖，都拿不完奖杯。

2004 年 10 月，由我们公司印制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举

荣膺 2004 年度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唯一金奖。在世界四大

印刷中心之一香港举办的“香港印制大奖”，我们自参评以来，曾五

次获得全场大奖和最佳书籍奖，并曾连续三年蝉联全场大奖和最佳书

籍奖，打破了香港印制大奖的各项获奖纪录，成为 20 年来所有新纪

录的创造者。

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奖项，雅昌都得过了。在领奖的时候，别的企业

都很高兴地把奖杯放在桌子上，我的心里却很感慨，想起 1997 年在

上海博物馆开幕的仪式上，有一位叫张宗宪的香港收藏家对我说：“如

果我要印艺术画册，我一定在国外印，绝不可能在国内印。”

毕昇在北宋时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可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作为印刷术

的故乡，就印刷整体水平而言，中国一度落后于其他国家。当时内地

的印刷厂的确不堪信任，且不谈色彩还原之类的指标，只要页码没有

装订错误，就算合格品了。雅昌的出现，唤醒了中国人的自豪感。有

位专家学者说得好：“雅昌为古代印刷术发明国家的中国重新夺回了

历史性的尊严。”但是，中国的印刷业，要真正在国际上获得公认的

口碑，需要所有同行，大家一起努力，上下求索，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

此后，雅昌完成与英国出版社合作的“巨型书”《曼联》的印刷任务。

《曼联》大概是世界上有关足球的书籍中最大部头的一本了。它讲述

的是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曼联的百年传奇。这部巨型书，打开能铺满

一张咖啡桌，但要搬动它却要费一番力气，它厚达850页，净重35公斤，

相当于一位 10 岁左右的小朋友的重量。每本《曼联》上，不仅有独

立编号，还有英国足坛名宿查尔顿爵士和曼联时任主教练弗格森的亲

笔签名，全球限量发行 10000 册。虽然最低售价高达 6000 美元，却

依然受到曼联球迷的争相追捧，在全球创造了近 1 亿美元的销售业绩。

《曼联》巨型书向世人展示了雅昌高超的印刷工艺，结合书籍的内容、

设计理念提供与之匹配的印制服务，与世界著名的设计大师共同将书

籍打造成奢侈品、艺术品和收藏品。

由于《曼联》在世界出版界造成的“震荡”，我们又承接了多部文体

界巨型书的海外订单，这包括《超级碗》、《曼联》、《迈克尔·杰

克逊》、《凯尔特人》等，雅昌由此敲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让

全世界见证印刷业“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进化。

一面书墙，一座世界艺术图书的博物馆

8 年前，我有这样的一个构想：要做一个以书为纽带的艺术中心，用

书造就一座丰碑式的建筑。雅昌可以通过整合艺术资源，用古老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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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概念，加上雅昌顶尖的 VR/AR 科技，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传统

概念的复合型的美学综合体。

我当时就在思考：它应该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首创的构想。这个

美学综合体，并不是购物中心，而是一个同时聚集着美术馆、艺术博

物馆、艺术图书馆、艺术书店、大数据库、科技研发中心、印刷装订

车间、办公室等各类空间的一个综合体验体。

有了构想，我邀请到了台湾诚品书店的创始团队——台湾行人文化实

验室来共同执行和实施这个创意。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行人文

化实验室执行长廖美立听说了这个大胆的创意之后，产生了浓厚的合

作兴趣，她在给我的短信息中说道，“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我

们都希望能做出一个创新的东西来。感觉做出这样的书店，才是中国

人的精彩；大时代，大机会，这辈子能够做一个这样的项目，才有真

正的成就感。”

文化产业的从业者要敢于做前人所未做之事，才能有前人未有之精彩。

经过 8 年的打造，我们完成了“雅昌艺术中心”这样一个独特的以书

为纽带的综合美学空间。

我们这个艺术中心一个最重要的构成就是“雅昌艺术书墙”，这个书

墙斩获了 2015 年德国“红点”大奖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奖项，是

中国非常稀少获得视觉传达设计类奖项的项目之一。

其实，雅昌艺术书墙只是 12000 平方米的博物馆式艺术书店的组成部

分。深圳的书店不少，但用做博物馆的方式来做书店，更是一个闻所

未闻的全新尝试。博物馆式艺术书店包括书墙、书店、美术馆、公共

阅读空间、专业书房等几个部分，将书籍置身舞台式的氛围，从而表

达出书籍的真正价值及含义，并且通过建筑向更多人传达这样的价值，

满足真正喜欢艺术图书的人的需求。雅昌的好朋友，艺术家、雕塑家

展望表示 ：“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综合体，一个印刷、展示、

艺术、研究、图书、美术陈列等结合在一起的建筑。”

我们的顾问廖美立女士说得好，她说：“书墙是面向世界的，它不仅

是窗口，更是里程碑，其藏书量之丰富，囊括了世界范围的艺术图书，

是值得传承和延续的壮举，这更是一个壮阔事业的表达。”

除了深圳艺术中心外，我邀请了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先生担任北京雅昌艺术中心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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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幢大厦的设计旨在给人一种步入大厦便如进入一个巨大而充满人文

艺术气息的艺术空间的印象，这不仅符合雅昌企业本身的气质，更充

分体现了设计者“雅极昌盛，人文殿堂”的整体建筑设计理念。

上海雅昌艺术中心原来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上海毛巾十六厂的厂房，我

们请来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柳亦春老师及艺术家丁乙老师担纲艺术设

计，其中 D 栋是上海艺术中心的核心建筑“丁乙楼”，丁乙先生专门

为它设计了 48 款完全不同的“米”字形墙砖，构思布局精巧，以艺

术的血液给老厂房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也成为上海嘉定区新的文

化艺术地标。

“雅昌艺术中心”这一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首先在深圳落地，逐渐

延伸至上海、北京。最终，我们希望通过三地的艺术美学复合体，将

传统书店和现代 IT 技术结合，打造出让艺术界人士和艺术爱好者享受

到全方位艺术服务的“博物馆式”艺术空间的全新模式。

怎么来形容雅昌艺术中心呢？简言之，它除了是综合的艺术美学空间，

它更是集标准性、专业性、体验性、策划性于一身的“系统”与“平台”。

首先，它是海量艺术图书阅读购买系统。在这里，我们汇聚全球 2000

家出版机构、10 个语种、几十万册艺术图书，其中还包括大量的签名

限量版、古董书、艺术家手工书等市场上难以见到的顶级艺术图书。

其次，它还是高品质的艺术服务体验系统。在这里，我们向会员提供“一

站式”图书顾问服务以及个性化服务。再次，雅昌三地艺术中心同时

也是高附加值的艺术教育系统。我们针对高净值人群及艺术爱好者等

会员及其家庭，通过应用艺术教育标准，开设艺术基础 / 进阶等课程。

雅昌艺术中心还是高效自主的艺术社交系统。在这里，我们定期组织

各类展览活动，名师讲座和沙龙开放给艺术家、收藏家、摄影师、拍卖行、

画廊等个人或机构会员客户，并以丰富的资源、海量的内容及专业回馈，

为广大民众带来公益性艺术普及教育与欣赏，分享艺术知识，提升美

学修养。

书籍是人类精神丰碑的物质载体，是实实在在的可看见、可传递的精

神粮食，我们向书籍致敬，向艺术致敬，实际上是向人类文明致敬。

进化，永远在路上

希望的春天

这是一个与别的时代一样的时代。在狄更斯笔下，“我们面前应有尽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正在直登天堂，我们正在直落地狱。”我相信，

对于失败者来说，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是“失望的冬天”，但对于勇

于进化的企业来说，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就是“希望的春天”。

我曾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闭幕式上呼吁振兴传统行业，继续发展实业。

但是，放眼看去，当今的社会中做实业的企业越来越少。这不仅是受

国家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影响，与新型产业模式的盈利额的大差距，

也让实业的压力越来越大。

每一天，雅昌的印刷机上，生产着艺术画册；艺术网上，传播着艺术

信息；艺术品数据库里，也在源源不断地采集着艺术精品资料。这一

切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是可以传承给后人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