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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西子湖畔绿柳扶荫，风光滟

潋，“为人民艺术服务-雅缘相续，艺+杭城”

大型艺术展览暨雅昌杭州艺术中心启动仪式在

浙江美术馆隆重揭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印

刷发行管理司司长王岩镔、国家文化部文化产

业司副司长李小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戴志琪、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等政府领

导，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浙江美术馆馆长

马锋辉、浙江画院院长孙永、原中国美术学院

院长肖锋、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振濂、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奚天鹰、西泠印社拍卖

公司总经理陆镜清等艺术院校、美术机构、出

版社、浙江拍卖行业的领军人物和代表，以及

孔仲起、吴山明、沈明权等杭州艺术家老前辈

出席了开幕式。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主持人、

《雅昌》编辑部

雅昌艺术中心落户杭城  全力助推
浙江艺术大繁荣

1＞

专题·杭州艺术中心

著名画家李怡蓉主持开幕式。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雅昌集团

董事长万捷、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浙江省

文化厅厅长杨建新、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等

嘉宾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辞。万捷董事长表示，

杭州是一座融汇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

的美丽城市，这里聚集了很多优秀艺术家，雅

昌希望通过新建立的杭州艺术中心，为浙江艺

术机构、艺术院校和广大艺术家提供更贴心周

全的服务。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是雅昌的老

朋友，对雅昌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他说，雅昌是中国乃至世界印刷界的一面

旗帜，此次雅昌进驻杭州，无疑将会带动浙江

文化行业整体向前发展，树立起另一面旗帜。

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则对雅昌的“流动美术

馆”印象颇深，他认为雅昌以这样的方式让我

图 1> 开幕式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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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的艺术珍宝走进更多的千家万户，是一

项造福百姓、功德万代的举措，同时他也祝福

雅昌在杭州的事业能够一帆风顺。

七大展览区域  全面再现雅昌艺术服务的成

果与创新

浙江美术馆“为人民艺术服务-雅缘相续，

艺+杭城”大型艺术展围绕杭州地区的艺术家

展开，以艺术为主线，在典雅的展览现场，运

用传统与现代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尽显艺术

传承与创新的风韵，通过展览的互动性，给到

场嘉宾带来一场愉悦的艺术体验之旅。

展览力求将古朴高雅的文化气息与现代时

尚的科技感相融合，以书籍、视频、声乐等方

式从视觉、听觉、触觉上立体呈现本次的活动内

容，通过艺术印刷、艺术家、数字出版、雅昌艺

术网、“流动美术馆”、艺术中国和艺术家公益

榜、中国艺术品数据库等七大展览区域，全面展

示雅昌集团在艺术服务领域的各项成果。

在艺术印刷展示区域，雅昌印制的品相精

美、装帧创新的书籍艺术品让人目不暇接，展

现出雅昌独具特色的“书籍艺术化”之路;艺术

家展示区域，将为艺术家展现出全景式的中国

艺术史;数字出版区域，展示了传统纸质书籍在

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中的有力延伸。雅昌艺术网

区域，配合此次雅昌杭州艺术中心的成立，雅

昌艺术网开设杭州记者站，将为传播和弘扬浙

江艺术家群体和创作成果进行全面、专业、深

入报道;“流动美术馆”的展示区域，齐白石，

张大千，黄宾虹、陆俨少等大师的作品，通过

高仿真复制技术，清晰地呈现在观者面前，也

让普通观者对中国传统优秀的艺术文化有了真

实的感受……为观者惊喜的展现出一堂生动的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实物课程。

在艺术中国和艺术家公益榜展示区域，艺

术家作品捐赠榜单的动态展示，让公众切身体

会到当代艺术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从而

弘扬当代艺术家伟大的社会责任感。最后，在

中国艺术品数据库的展示区域中，全面展示了

雅昌集团利用现代的IT技术完整地保存数以万

计的图片、视频等资源，使观者深刻体悟到一

种功在千秋的社会责任。

专题·杭州艺术中心

图 2> 开幕式现场，杭州艺术界嘉

宾纷纷出席

图 3> 开幕式现场，万捷董事长致辞

图 4> 万捷董事长与嘉宾共同发布

“雅昌艺术网华东站第一条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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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艺术中心落户杭州  期待成为杭州文化

综合服务首选品牌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文化名人造就了杭州

渊博厚实的文化韵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

辉灿烂的印迹。

此次雅昌集团依据自身独特深厚的艺术

资源优势落户杭城，不仅是雅昌集团在珠三

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达区域全面实

现“统筹全国、三地运营”运营模式的深入发

展，更是长期倾慕杭州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艺

术底蕴之必然诉求。

如何让优秀的浙派艺术资源得以更好的传

承、弘扬；如何让杭州的优秀艺术家、艺术机

构、艺术作品更好的走向全国、迈向国际?雅

昌杭州艺术中心的成立，就是期望能够迅速融

入杭州艺术文化事业发展当中，成为浙江地区

提供艺术综合服务的重要平台，并成为杭州文

化产业领域综合服务的首选品牌。

未来在雅昌杭州艺术中心发展进程中，雅

昌将依据独树一帜的“现代印刷+IT技术+文化

艺术”的商业模式，为浙江艺术界及艺术家全

面位的艺术服务，以满足浙江地区艺术机构、

艺术家、艺术品投资者、艺术爱好者的多样化

需求。

雅昌杭州艺术中心的成立，我们期待着它

能像京杭大运河一样，将杭州蕴藏和创造的艺

术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出去，携手杭州艺

术界，共同开创杭州文化的新篇章，助推博大

精深的浙派文化艺术再绽异彩!

相关链接：

浙江文化艺术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文化

遗址几乎覆盖全省，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历史上，绍兴、杭州数次建

都，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浙江的戏

剧、书法、美术、民间艺术、刻书、藏书等享

誉全国。

浙江美术源远流长，自史前期到近现代，

浙江历代先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美术篇章。

浙江的书画艺术流派纷呈，在中国书画史上占

图 5> 万捷董事长陪同嘉宾观看展

览现场

专题·杭州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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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

仔细辨认真品与高仿复制画

图 7> 现场观众体验雅昌印制的精

品书籍

有重要地位。12世纪，杭州曾是全国美术中心

之一。自19世纪以来，浙江书画更是独放异

彩，对中国画坛产生重大影响，出现了如赵之

谦、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马一

浮、张宗祥、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众多

取得杰出艺术成就的书画家。座落在杭州西湖

之滨的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于1928年，是中国最

早的美术高等教育学校，现已成为美术人才辈

出的艺术家摇篮。成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更

是中国最早的以研究印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和专

业金石书画出版机构，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

誉。浙江美术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国

美术界也颇具影响力。此外还有浙江画院、杭

州画院等众多艺术单位和众多艺术家，形成了

强大的艺术品创作和生产力量。 

进入20世纪后，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艺

术更是百花齐放，蓬勃发展。有各类专业美术

家1500余人，摄影师2500余人。颇具影响力

的艺术院校超过四所，艺术展陈学术研究机构

67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有28家，数量居全国

第三。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艺术品拍卖专

场75场，总成交金额13.8亿元，成交总额全国

第二。仅杭州就有近100家画廊，已形成了以

艺术品创作者为依托，经纪人、画廊、美术

馆、基金、拍卖行等要素完备的艺术品“产业

链”。

浙江的文物古迹众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8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23处。

全省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30余个。浙江

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近10万件，中国茶叶博物

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

渚文化博物馆等，在中国众多的博物馆中特色

鲜明。

摄影创作在浙江省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和氛围，仅省市级的摄影协会就有30余个。企

业家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并呈快

速增长之势。丽水号称摄影之乡，两年一届的

国际摄影节在业内广有影响。此外浙江还有全

国唯一一家具备一级资质的专业摄影出版社：

专题·杭州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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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摄影出版社。

随着浙江省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快速发

展，以及政府对文化艺术产业的大力扶植，以

杭州为中心的浙江艺术市场必将迎来更大的发

展。此番，雅昌艺术中心落户杭州，面向浙江

艺术界，服务范畴包含创新型印刷服务，文化

艺术传播事业和艺术衍生产品经营等新型文化

产业。

在创新型印刷服务体系中，雅昌杭州艺术

中心将重点引进艺术品数字化系统，书籍艺术

设计，艺术出版咨询，高仿真书画艺术品复制

和艺术品印刷服务。通过这些“软件”系统的

引进，为浙江本地传统产业向创新型服务产业

发展做出贡献。

在艺术衍生产品经营中，雅昌杭州艺术

中心将率先启动“流动美术馆”，尽快将更多

的优秀艺术作品带给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众多

艺术展陈机构对名家名作艺术品的展览需求。

通过优秀艺术作品的巡展，提高群众的审美情

趣，增进社会的和谐程度。同时，与浙江本地

收藏机构和专家合作，开发浙江本地优秀作品

的相关衍生产品，扩大浙江艺术界影响力的同

专题·杭州艺术中心

时，促进产业良性循环。

通过争取政府、艺术界、社会团体的

支持，建立“中国艺术品数据库杭州数据中

心”，尽快将浙江艺术瑰宝纳入世界上资料最

完整、数据最权威、使用最安全的中国艺术品

数据库，为国内、外市场提供浙江艺术资源。

将“雅昌艺术网杭州运营中心”打造成

浙江地区“提供艺术综合资讯服务”的主要信

息平台，成为艺术领域媒体互动营销的首选品

牌。借助浙江丰富的科技创新力量，不断开发

新的业务模式，推动传统出版产业升级，以杭

州为基地促进图像内容数字出版的产业化。

雅昌杭州艺术中心的建设，对区域周边的

各项产业也将带来积极地影响：传统项目的优

势能够与浙江本地的优秀企业相结合，迸发出

新的活力，同时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将促进所在

区域的影响力；文化艺术领域的服务有助于提

升周边区域的文化艺术氛围，提升浙江地区艺

术市场的产业附加值；互联网和数字领域的发

展对浙江数字出版的发展将起到示范作用；同

时优质的员工队伍将会拉动周边服务产业的发

展。

图 8> 雅昌“流动美术馆”高仿艺

品展示区

图 9> 雅昌电子拍卖图录体验区

图 10> 雅昌历年荣获的国际国内诸

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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