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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工作 快乐生活
文/金丽娟

曾经有客户这样说，在雅昌工作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典雅的工作环

境，人文的工作气息，殊不知，雅昌的

员工为了实现“让客户感动”的服务理

念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比同行付出的更

多时间和努力。雅昌为使自己的员工真

正认识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全集

团推广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理念。让

员工在认识自身工作价值的前提下，感

受工作的快乐和成就，体验生活的快乐

上海篇：舞动青春，梦想启航

2008年，对上海雅昌来说，是不

平凡的一年，成立一周年后，他们迎来

了上海雅昌的开门红。在洋溢着喜悦和

庆祝的美好氛围中，1月21日，“舞动

青春，梦想启航，上海雅昌2007年年度

颁奖典礼”在上海龙东商务酒店举行。

一场别开生面的书籍Show,大家好

像来到了精彩绝伦的时装发布会现场。

如果那些世界顶级时装品牌，引以为傲

的是他们设计制造的华丽服饰，豪无疑

问，雅昌的招牌便是一本本印制精美的

艺术图书！上海雅昌的“超模”们，展

示了上海公司投产以来所印制的各类精

美图书。你看，迎面展示在你面前的就

是上海公司印制的各类拍卖图录。还有

一度的公司年会旨在总结得失，表彰先

进，督促改善；在雅昌，付出总会被肯

定，优秀员工、十佳员工、优秀管理干

部、优秀团体……每一奖项的设置都是

通过严格考核和层层把关，透明、公

正，只要努力，机会就在手中，雅昌给

予员工的是永远向前的激励机制，赋予

员工的是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打造卓越

的团队从这里扬帆，成就共同的梦想从

这里起航。

和生命的意义。

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公司组织了

丰富的文化活动，不仅陶冶了员工的情

操，也大大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充实了雅昌企业文化内涵。

激情拥抱理想 专注成就未来

珍视每位员工，推崇学习，培养精

英人才，褒奖德才兼备。

在雅昌，付出总会有收获，每年

上海雅昌2006年新春晚会

上海雅昌2007年新春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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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四季挂历”，中国红、中国画、

中国四季，完美融入到一起，让艺术与

生活如此紧密！

这些精美图书的印制，离不开我

们平日里战斗在一线的同事们。热情

奔放的“Boyz”、青春活力的“爱情女

神”，将上海雅昌的青春与激情一一展

现：工作一丝不苟、跳舞激情四射！幽

雅的“彩云之南”，将观众的视野又带

到了神奇的西双版纳和高原水城丽江；

奇志大兵的现场版相声，因其滑稽的装

扮，幽默风趣的对白，让大伙捧腹大笑

不已。“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让我们又

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热火朝天，更将

希望寄托予我们这些“80年后”新一辈

员工身上。

下一站，深圳。精彩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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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篇：雅韵书香传文明 昌耀艺

苑谱华章

时间定格在2008年1月30日。北京

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雅昌北京公司年

度颁奖盛典激情上演。

走过2007年，技术上我们不断

攻克难关，市场上我们不断开拓疆

土，印刷、文化携手共进。“雅韵

书香传文明，昌耀艺苑谱华章”，

2007年，雅昌驰骋高端艺术品印刷

市场，捷报频传：“中华印制大奖”

首抛橄榄枝，雅昌再次登上国内印刷

界荣誉榜；年终狂揽香港印制大奖13

项，《曼联》大书勇夺全场大奖，稳

坐香港印制大奖 “七连冠”宝座；

北京雅昌选送的《华梦遗珍 老北京

三百六十行》等作品横扫平装书刊印

刷、包装印刷、贺卡印刷等三类奖项。

辉煌仅代表过去，新的未来需要我

们同舟共济，努力创造。在热闹的锣鼓

声中，欢快的舞狮拉开了迎新晚会的序

幕。制版部的姑娘们以他们曼妙的舞姿

首先献上新春祝福。乘着歌声的翅膀，

舞动青春的节奏，具有异域情怀的《巴

比伦河》之声带领我们静静回味留在每

个雅昌人心底的感动……集团王岩副总

裁更是出“声”不凡，一曲《爱不爱

我》掀起了晚会的高潮，场内掌声、欢

呼声震耳欲聋。

创新引领雅昌前行，发展成就雅昌

美好篇章。和着雅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

精彩文艺节目，北京雅昌2007年年度

表彰大会在一曲温暖人心的《相亲相爱

一家人》中画上最后一个动人的音符。

与此同时，北京雅昌2007-2008年辞旧

迎新千人酒会在会议中心宴会厅热闹开

幕。徜徉在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气息里，

我们憧憬雅昌来年艳若花、丰如画、红

胜火！

深圳篇：同一个雅昌 同一个梦想

1月29日，深圳细雨霏霏。九百名

深圳雅昌员工说说笑笑来到华侨城民俗

文化村，参加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暨新

春年会。颁奖典礼的热烈气氛为细雨中

的民俗文化村增添了不少节日的喜悦气

氛。

首先上映的就是众人期待已久的年

度大片《雅昌帝国》。当大片开始播放

时，数百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长三十

米、高四米多的白色屏幕，每个人都用

心去欣赏这部大片，享受这部大片带来

的激情和振奋。大片制作延续了2007年

的手法，以一部经典电影做衬托，本次

用的是《斯巴达300勇士》。该片体现

的主题思想与雅昌人在2007克服艰难险

阻，众志成城，实现经营业绩的稳步提

升交相辉映，更增加了雅昌人的豪情和

斗志。

人家常说雅昌人才辈出、藏龙卧

虎，绝对的名副其实。2007年，一群年

轻的雅昌人基于对艺术的热爱，在公司

的支持下成立了印刷界第一支乐队——

瓷器乐队。2008年年度颁奖盛典上，瓷

器乐队倾情演出多首经典老歌，夺得众

人喝彩。

2007年是奋斗的一年，也是收获

的一年。汗水浇灌的雅昌事业，在努

力、拼搏中茁壮成长。当晚的压轴大戏

《诗歌朗诵》，讲述了深圳雅昌2007年

发生的感人故事，包括主管生产的副总

经理患病期间多次拔掉输液管，毅然回

到公司处理工作，甚至工作到深夜的感

人故事。抒发了雅昌人不畏困难，精诚

团结，众志成城，奋力开拓市场，终获

硕果的豪情。在全体观众的共鸣中，这

首诗歌唱响了雅昌人发奋图强、为2008

年而战的号角。

深圳雅昌2007年新春晚会 北京雅昌2007年新春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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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越青春 勇者胜

生命在于运动，风采来源于精神。

雅昌每年都举办职工运动会，大家风趣

的称之为“雅运会”。到目前为止，北

京公司举办了四届，深圳公司举办了十

届，2008年，上海公司也举办了首届职

工运动会，在工作之余，不但放松了身

心，也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凝聚力。

除了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外，雅

昌每年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员工篮

球赛、足球赛、游泳赛、拔河比赛等单

项体育项目，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体活

动。

激越的青春，高昂着飞过运动场

的每寸土地；晶晶亮的汗水，奋力挥洒

在运动场的每个角落。在这里，没有职

位，没有领导，我们以“雅昌家园”的

名义努力拼搏；分分秒秒，不论输赢，

不分部门，活力青春，活力雅昌，我们

快乐工作，我们快乐生活！

回归自然 惬意

如果你问雅昌同事，他们最喜欢哪

个月，大部分都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一

个答案：八月。是的，每年八月，是雅

昌员工的回归自然月，因为在这个月，

我们都会组织员工进行户外旅游、拓展

活动。

雅昌公司每年组织一次员工旅游活

动，帮助员工释放工作压力，调节紧张

的工作气氛，让所有参与者接受大自然

的洗礼，彻底放松，以更好的精神状态

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去。青春、欢笑、

歌声挥舞着快乐的翅膀，每一次，都如

孩子般痛快玩乐，平日里无法实现的，

都在这时候兑现，回归自然，惬意。

现代化的管理，人性化的关怀，这

就是雅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雅昌，不仅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更

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在这里，无论你来

自何方，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是家人，当然不会忘记共同来庆祝彼此

的生日。

每个月，雅昌都会统计当月生日

员工，为当月的寿星们准备一个集体

生日party。鲜美的大蛋糕、真诚的生日

祝福、贴心的生日礼物，无数朴素的心

灵折射的却是璀璨的仁爱之光，团结友

爱，关爱他人，最朴素的真理，却是深

烙于心的感动。友谊跟随着工作升华，

这是雅昌给予的。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一个都不能

少。这就是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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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越青春 勇者胜

生命在于运动，风采来源于精神。

雅昌每年都举办职工运动会，大家风趣

的称之为“雅运会”。到目前为止，北

京公司举办了四届，深圳公司举办了十

届，2008年，上海公司也举办了首届职

工运动会，在工作之余，不但放松了身

心，也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凝聚力。

除了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外，雅

昌每年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员工篮

球赛、足球赛、游泳赛、拔河比赛等单

项体育项目，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体活

动。

激越的青春，高昂着飞过运动场

的每寸土地；晶晶亮的汗水，奋力挥洒

在运动场的每个角落。在这里，没有职

位，没有领导，我们以“雅昌家园”的

名义努力拼搏；分分秒秒，不论输赢，

不分部门，活力青春，活力雅昌，我们

快乐工作，我们快乐生活！

回归自然 惬意

如果你问雅昌同事，他们最喜欢哪

个月，大部分都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一

个答案：八月。是的，每年八月，是雅

昌员工的回归自然月，因为在这个月，

我们都会组织员工进行户外旅游、拓展

活动。

雅昌公司每年组织一次员工旅游活

动，帮助员工释放工作压力，调节紧张

的工作气氛，让所有参与者接受大自然

的洗礼，彻底放松，以更好的精神状态

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去。青春、欢笑、

歌声挥舞着快乐的翅膀，每一次，都如

孩子般痛快玩乐，平日里无法实现的，

都在这时候兑现，回归自然，惬意。

现代化的管理，人性化的关怀，这

就是雅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雅昌，不仅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更

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在这里，无论你来

自何方，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是家人，当然不会忘记共同来庆祝彼此

的生日。

每个月，雅昌都会统计当月生日

员工，为当月的寿星们准备一个集体

生日party。鲜美的大蛋糕、真诚的生日

祝福、贴心的生日礼物，无数朴素的心

灵折射的却是璀璨的仁爱之光，团结友

爱，关爱他人，最朴素的真理，却是深

烙于心的感动。友谊跟随着工作升华，

这是雅昌给予的。

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一个都不能

少。这就是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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