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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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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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比雅昌大得多的企业有很多，相比之下，雅昌只是一家传统

实业，它的每一次转型，每一步进化，都有着自己战略性的判断、深

刻的思考，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轨迹。

传统实业的转型需要互联网思维

真正要转型，行动的第一步还是应该从客户需求、市场需求出发。一

定要更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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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大力研究过日本的印刷行业，当时有一本叫作《出版大崩溃》

的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经济非常发达，

出版业也非常成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出版业的一个高峰。然而当经

济大萧条来临，首先崩溃的是以出版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

按说出版业崩溃了以后，印刷行业也会随之崩溃，但实际情况让我很

吃惊也很震惊。因为有两家企业，他们是与出版相关的传统行业中的

“另类”，不但没有崩溃，反而逆势而上。当年他们的营业额竟占到

日本该行业的 70%。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互联网。在出版业

崩溃之前，这两个企业就跟 IT 结合，把印刷技术与 IT 联姻，事实上，

正是用这样的新思维方式把技术进行延伸，才实现了继续发展。从这

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企业要想有所发展、有所作为，就

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来经营，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互联网 +”战略如今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但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

开始进行尝试。在“互联网 +”行动中，数据库是非常大的支撑和载体。

多年来，雅昌在书画、文物、拍卖、摄影等艺术类印刷业务中积累了

大量艺术家、艺术作品及相关数据资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

可以流传后世的中国艺术品数据库——全球最大、最全面的有关中国

艺术家、艺术品内容的数据库，并不断刷新和增长，成为中国艺术的“四

库全书”。我们通过将这些资源和数据整理归类，借助文化与科技的

深度融合，建成了“中国艺术品数据中心”。“雅昌艺术网”也是在

履职风采：融科技之力，传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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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基础上，于 2000 年成立的。

2000 年初，“雅昌艺术网”开始筹建。在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

里，放上两台电脑，一台服务器，摆出了一副厉兵秣马的架式。可当

大家正式讨论网站的建设时，不由得面面相觑，筹备小组需要面对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页面？什么是后台？什么是动态数据库？对互

联网，筹备小组似乎每个人都懂一点，但又没有一个人是专家，对于

互联网建设的知识还有很多空白点。几个年轻人申报一万元的预算到

书城去买书，我立马批准了，凡是和网络、技术、艺术推广相关的书，

只要觉得有用就尽情去买。第二天，他们就狂扫深圳书城，一人推着

一辆满载图书的手推车，成排走过，甚是壮观，引得路人啧啧称奇。

大家边学边干，网站架构终于有了眉目，可更繁琐的工作接踵而至，

那一堆堆 MO、CD 里的数据，大都是按一本本画册的形式存储的，

要把图片、文字剥离出来重新分类，再上传到网上，是一个极为消耗

时间的事。

2000年秋天，经过10个月的筹备，“雅昌艺术网”终于上线了。没想到，

“雅昌艺术网”正式上线后，刚一出世，就碰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

第一个寒冬。在那个寒冬，曾经风头强劲的网易，股价一度跌破发行价，

便宜到只有几毛钱一股。腾讯，曾因为资金紧张，差点以 200 万元的

价格卖掉。至于纷纷倒闭的小网站，更是在网上留下了无数个废弃的

网页。

“雅昌艺术网”也是如此。相比起越来越多的印刷业务，网站天天花

钱不说，关键是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它还要不要存在？员工们都很困惑。

我却很坚决，一定要做。

因为它有印刷业务在支撑着。这种支撑，一方面，是雅昌有财力往不

赚钱的艺术网里投入；更重要的方面是印刷业务为艺术网带来了源源

不断的内容，每一本书印完后，图片、资料，就可以直接被“雅昌艺

术网”采用，可谓有源头的活水，让艺术网的功能不断升级，促进它

形成造血功能。

经过多年发展，这种业务互动越来越强，在雅昌印拍卖图录，图片采

集刚结束，可能还没有印刷呢，相关的信息、图片就上网了。传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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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到了放大。从拍卖信息开始，“雅昌艺术网”的内容日益丰富，

就像鸟儿的羽毛一样越来越丰满。最终成了艺术家展示的平台，艺术

爱好者交流的平台。在数字时代，世界是平的，全球的买家藏家都能

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拍卖信息。很多拍卖公司调研发现，拍卖会上的很

多陌生客户，是因为“雅昌艺术网”的吸引来到现场的。

2004 年，我们正式在艺术网上发布“雅昌指数”，就像股票指数一样

清晰地反映每一位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变化，成为艺术投资市场的风向

标。从 2012 年起，我们又对艺术网重新进行了定位：做艺术界的“彭

博社”，成为艺术领域的资讯公司，用艺术数据服务来创造价值，这

使雅昌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意企业。

如今“雅昌艺术网”已经 17 岁了，它改变了雅昌的产业结构和形态，

目前已经为全球近 500 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提供预展、广告、直播、数

据管理等方面的服务，年赢利能力达到近亿元。可以说，建立“中国

艺术品数据库”是雅昌发展很重要的节点，网络世界打开了雅昌从传

统印刷走向数字出版公司的产业升级：以纸墨为桥梁，以科技为支撑，

为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艺术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过去我是为了印刷而做互联网，只为了单独做一些增值服务，但现在

不是了，现在是利用互联网，在全产业链内疏通整个产业链，进而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互联网其实给我们传统行业提供了一个

机会。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研究这个机会。

过去，我们强调互联网思维，但在当时泛滥的是伪互联网思维，我觉

得应该建立更数字化、标准化，利用各种平台、媒体、渠道的综合互

联网思维。我们曾与惠普开展战略合作，共同成立一个艺术行业的 IT

产品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实际上是通过 IT 技术，研究各种互联网应用

产品，为艺术界服务。雅昌 20 多年的印刷业务，使我们积累了大量的

客户，我们发现其实他们需要提升 IT 能力，借助综合互联网思维实现

更大的艺术价值，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互联网+与大数据战略

从 1993 年公司成立到 2002 年，经过将近 10 年的积累，我们实现了

快速腾飞。说起十几二十年前，那个印刷利润比较不错的年代，我还

记得当其他同行业的人还在拼命抢订单的时候，我却已经开始砍订单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开始集中精力将产品和服务定位在高端艺

术印刷上，这是我在商业模式上第一个重要的突破。

根据我们多年在艺术品拍卖领域的合作经验，我很快意识到中国艺术

品市场无比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艺术印刷仅仅是某种终端产品，

而对于艺术品数字资产管理和艺术品交易产业链来讲，专业性的服务

机构几乎是空白，这对于雅昌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雅昌已经具备

一定的能力，唯独缺少一个展示的平台，因此“雅昌艺术网”顺势推出，

依托数字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络的普及，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市场空间，

也奠定了雅昌在艺术界的先驱地位，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商业模式上的

第二次重要突破。

与此同时，雅昌为中国的艺术家们建立了庞大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号称“艺术界的大管家”，提供从信息采集、资产管理、拍卖服务等

一系列的系统服务，并且衍生出鉴定、拍卖、画廊、展览、交易、教育、

传媒等多个分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不但促进了艺术品交易市场

的活跃性，也为雅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

大印刷与大出版的融合发展

雅昌有两种业务模式：B2B 和 B2C。B2B 业务定位于艺术领域，以

艺术为核心，传播艺术价值为主线，形成从艺术创作、传播、交流、

展示、交易到艺术教育各个环节，其核心就是围绕“中国艺术品数据库”

展开针对艺术全生态链的产品与服务。

我们过去总是被动地由客户向印刷企业提供资料进行印刷，现在我们

已经转变为主动帮助客户进行数据采集，从限于平面的数据，变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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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为客户提供音频、视频及三维的 360°数据采集。比如 10 余万本

全球艺术图书资料扫描，1200 多万件拍卖和艺术展览数据，4000 万

件艺术品和 700 多家拍卖公司的数据资料以及 10 万多位艺术家的权

威资料库建立。

再比如，雅昌与永乐宫合作，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永乐宫壁画按

照 1 ∶ 1 原大、500DPI 精度做了数字采集。

山西永乐宫，建于元代，它的壁画工艺精湛，与敦煌壁画齐名，许多

美术院校的学生都把临摹那儿的壁画当成一门必修课。但永乐宫位于

芮城县城北 3 公里的龙泉村，地处偏远，并不是每一个喜欢艺术的人

都有机会到那里细细体味。

这项工作是极度艰苦的。壁画的长度近 100 米，高度达 5.2 米，可用

来扫描的数码设备，虽然有效像素高达 5.3 亿，但一次性扫的面积只

有 0.8×1.2 平方米。为了上下移动设备，大家组装了一个升降工作架，

装好扫描后备再在四个角装上灯，看上去活像个变形金刚。扫描时，

因为画幅太过巨大，只好通过定位仪来做精确的画面分割。这项繁杂

的工作动用了七八个人，耗时两个来月，可谓兴师动众。但大家认为

这是值得的，因为采集来的数据，最终都会成为“中国艺术品数据库”

中的重要素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永乐宫欣赏那儿的壁画，“雅

昌艺术网”可以从“中国艺术品数据库”中调用网页级的图片，生成

线上 VR 全景展示，想了解永乐宫壁画的朋友，可以上网看到每一幅

画以及对作品翔实的介绍。

当然，对于要求更高的爱好者来说，将来可以通过 iPad 等数字终端，

下载雅昌推出的永乐宫电子图书。这本电子书图文并茂，不仅配有音

乐和解说，甚至还可以做出三维效果，让你看到许多在现场都看不到

的细节。

对于美术学院的学生来说，他们不仅有欣赏的需求，还有研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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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仿真复制画，现在，雅昌还推出了一种图书，打开画册，一面

展示的是作品的全貌，旁边的一面是作品 1 ∶ 1 的局部，因为使用了

复制级的图片，能真实还原原作的肌理效果。通过这个局部，可以看

到艺术家细微的笔触中所包含的技法。这种书既是艺术欣赏品，也是

一本可供研习的工具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

作用。毋庸置疑，永乐宫的壁画会受到岁月的侵蚀。多年以后，如果

需要修复，这些数据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到那时，它们能随时

便捷地从雅昌的艺术品数据库中调用出来。

雅昌艺术品数据库里的资料太庞大了，永乐宫壁画的数据汇入其中，

只是沧海一粟。

北京雅昌大厦的艺术品数据库机房里，安静而又充满了活力，隔着落

地玻璃窗看进去，几排安放着服务器的柜子，信号指示灯频频闪动昭

示着数据运算的繁忙。这里面储存着几千万张艺术家作品的电子图片

和文字资料。

这些图片像素精度都高得惊人，每一张都达到印刷级，很大一部分达

到了 1 ∶ 1 的复制级。这些图片都是在平时的印刷、互联网传播时积

累下来的。它们都经过艺术家修正、校色的，随时可以拿出来印刷、

复制。这些数据是雅昌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它的存在与雅昌印刷、艺

术网、艺品生产、数字出版构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业务结构。

雅昌在探索数字化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传统印刷 + 现代 IT 技

术 + 文化艺术”的全新商业模式逐渐羽化成型，被业界津津乐道，甚

至成为许多商学院的案例与教材。

2013 年我将雅昌更名为“文化集团”后，对过去的商业模式进行了更

大的探索与发展：在向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雅昌不再强调“传

统印刷”，而是更加明晰以数据为核心，专注于为艺术行业提供全生

态链高品质服务。

“印刷”是个大概念，包括数字加工、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等环节。

传统意义上的印刷只是一个输出方式，而不是印刷的全部。我真的由

衷感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因为是互联网给印刷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反

而使我们获得了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机遇。我与其他所有的印刷企业

管理者一样，一直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一个印

刷企业如何趋利避害、利用互联网去做彻底的改造呢？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对于印刷企业来说，首先要构建自己的商业模式，

互联网是实现商业模式的一种方法。印刷企业不一定要把自身变成互

联网公司，但要理解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环境下，一切变得更

开放、透明、快速、便捷。互联网思维更考虑用户体验，印刷行业要

通过了解市场、客户以及客户需求，思考如何创新产品、服务系统，

来满足客户需求，进而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商业模式的构建需要企业有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传统印刷靠简单降

低价格竞争，很难涨工价。我常对自己的员工说：一个只能通过降价

实现竞争的行业，有什么出路？所以，我重点思考，我们如何在大数

据时代、互联网时代实现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突出大数据与互联网

时代的特征，是基于数据库和互联网技术打造一系列的产品与服务。

同时，我认为不管互联网未来如何发展，现实生活中还是要有实物交付，

这与互联网 + 的思维并不冲突，深刻理解了这两者间的关系，才让我

更充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我们的印刷企业信息流更顺畅，数据

传输交流更加方便，形势分析更加准确，最终提升我们的产品与服务

品质，提升了雅昌的行业品牌地位。

我相信“按需印刷”“按需出版”能够带来出版业和互联网新的整合，

也是新的突破的机遇，这将全面地改变未来图书的生态。目前我们已

经在 POD 按需出版、按需印刷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初步形成

了产品化，所推出的产品与服务，越来越为艺术家朋友所关注和接受。



科技的飞速发展改变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20 年前照相机被人们拿

来记录特殊的时刻，今天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掏出手机用高像质的影

像记录生活点滴、探索图像的奥妙，那么，这些照片要终归何处？雅

昌有这么先进的设备，这么精进的工艺技术，又有这么好的服务精神，

为什么不帮助大家把电脑、手机里的照片解放出来？于是，就有了“传

给雅昌”的服务。客人只要提供照片，设计、调图、输出等都交给雅昌。

你传给雅昌一张照片，雅昌打磨出一件艺术品；你传给雅昌一组家庭

影像，雅昌构筑出一段温暖的家庭故事；你传给雅昌一组摄影作品，

雅昌策划出一个精彩的摄影展览……“传给雅昌”激活的不仅仅是手机、

硬盘里的数据，是每一个人的珍贵回忆和精彩生活。我想，这就实现

了“让艺术为人民服务”。

正是由于我们敏锐地发现了印刷的趋势和网络的高度发达，并且将自

己的企业与 IT 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依托自身优势进行技术升级和

跨界资源整合，将三者创新性地实现了融合，才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

和服务，大大改善了客户体验和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品质。虽然对于一

个印刷企业来说，我提出的很多工作要求是超出我们企业自身能力范

畴的，但正是这种改变，才让雅昌避开了行业的恶性竞争，并且获得

客户的尊重和市场的份额。

未来，艺术欣赏、艺术教育、艺术传播产品都将在雅昌这一平台上有

更进一步的展现，通过实现“大印刷”“大出版”的融合战略，最终

实现覆盖艺术全产业链的创新商业模式。

时代需要“企业家精神”

20 雅昌文化集团-两会专刊

我还想再说说我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

早在 20 多年前，我就一直这么理解一个优秀的企业，它应当包含了

这些特性：技术领先、管理精细、品质第一、服务至上、“以人为本”

的理念。

前面已经提到，我 23 岁来深圳，今年 54 岁，实际上经历了深圳一系

列改革开放的历程，可算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同时在 23 年前，

我又开始创业，深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在各行各业，

深圳都有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深圳保持着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精

神”。

作为深圳的企业家，深圳培养的企业家，我是比较荣幸的，也算比较

年轻的。深圳的企业家，到今天有像王石这样比我大一轮的，也有 90

后，甚至 00 后的，年轻的企业家，不断地参与到创业中来。深圳创

造了企业家的文化、企业家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和文化支撑着我们

深圳的企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在各个行业里面，都有深圳乃至全

国的优秀企业。

我从事的行业，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行业，有一千年的历史，去年我去

领了一个奖，我国元代木活字印刷术的推动者王祯成功入选 2015 年

造纸工业世界名人堂名单，我去代领这个奖。所有领奖的六个人只有

我一个人是华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是代表中国给我们的祖先领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