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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关注雅昌艺术网的人们会惊喜

的发现，雅昌艺术网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是原创

作品，而不是简单转载，让雅昌持续的发出自

己的声音，更让人民网、搜狐网等众多媒体广

泛转载，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雅昌艺术网的

一大转变和突破，也让人们感受到雅昌艺术网

日趋成熟、完善，更能体现媒体机构的独立性

和创造性；记者，编辑更加专业，整个团队的

精神风貌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蓬勃、向上、

有创造力。是什么改变了雅昌艺术网的方向？

他们现在的工作模式和状态是怎样的？带着这

些疑问，我们采访了雅昌艺术网的朱文轶总编，

进行深入了解。

《雅昌》：朱总编，据我们了解，您每天

晚上11点和次日早上6点都要查看邮箱，对

员工的稿件进行审核，据此看来，我们互联网

的员工在23:00-6:00这个时间段内仍在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敬业，值得每个雅昌人学习。请

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工作情况，以及整个雅昌艺

术网当前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

朱文轶：在短时间内，要让团队进入媒体

化的流程，最有效的制度就是首先要有选题制。

所有的选题，要做到真正的原创，并经过最终

的确认才允许操作。对于一个专业媒体来说，

我们过去处于很松散随意的状态，参加一个展

览后，写出的稿件既不像消息也不像报道。所

以，我接手工作半年来，所有的新闻标题都由

我来定夺，并希望晚上收邮件，早上回复邮件

和发稿的这种媒体工作方式能够影响到大家，

让大家看到一个真正的媒体是如何工作的，知

道一个好新闻、好内容、好选题的标准化流程，

图1>  雅昌文化公司副总经理、

雅昌艺术网朱文轶总编

创新方式管理团队工作

推动雅昌艺术网向全媒体形态迈进

张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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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自己去带动整个团队，做出示范。比

如在出差途中，十分钟看一下邮件的工作习惯

也是一个正规媒体人具备基本的素质，采访稿

件和报选题的邮件，我尽力第一时间能回复给

大家。虽然大家都很辛苦，但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团队工作成效。

《雅昌》：这与您初到雅昌时，有哪些改

进和变化？您认为是哪些创新的方式、方法或

观念让我们互联网发生了转变？

朱文轶：当今社会，媒体要做到顺势，避

免不了的会功利，但绝不能去做“捅刀”的人，

一定要找出自己与众不同之处，并有自己遵循

的价值观和操守。我希望带给我的团队两种观

念意识：第一是梦想，第二是法则。雅昌艺术

网过去仅是一个被动执行者的角色，但未来三

年，雅昌艺术网就要主动考虑发展的主导方向

和力量，以及助推艺术市场的因素都有那些。

就拿拍卖来说，它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艺

术市场热点导向，我们作为主流媒体要扮演怎

样的角色，我们都是要长久思考的。我也希望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把工作当成一生的事业

来经营，并能获得成功。其实，互联网更需要

一种大师级的人才，他需要洞察力、理解力、

创造力、沟通力等各方面的技能，要着力培养

团队中的大师级人才，鼓励原创，帮助他们树

立自信心，品味俱佳的采访是来自于内心，提

升心灵才能不断取得质的飞跃。

 

《雅昌》：您觉得雅昌艺术网员工的工作

状态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否介绍

下让您记忆深刻的人或事？ 

朱文轶：这个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特

长和个性，优秀的团队才能呈现出一个充裕多

彩的状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谢易彤，她专业

是学书画的，在刚开始的模式转变中遇到了困

难，她多次找我倾诉，我也在帮她寻找适合她

的采访题材，发掘其个人的特质，为她做自身

的优劣分析。在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发觉她的

亲和力很强，特别在采访一些年长者的时候，

她的那种沟通技能就能得到突出的展现，她会

使别人愿意向她倾诉，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很少

人具备这种特质。过去我们也曾关注艺术的一

些历史与情感题材，但对整个艺术市场来说，

很多的报道都是缺失的，不完整的。今年恰逢

中国艺术品拍卖 20 周年，20 年的变迁需要去

做大量回忆性的记录，这种历史性的往事题材，

对雅昌是一个很值得挖掘的重要题材，而她比

较适合来专攻这类的题材。开始慢慢有意识的

去引导她，让她去多做一些这类的报道。让她

在每篇报道中能够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自信和兴

趣所在。

《雅昌》：促使这些转变发生的原因是什

么？

朱文轶：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具备

成为大师的潜质。惠普培训课程里把企业分成

了几个类型，一类是创造型企业，如苹果公司，

它的每位员工都是大师级水准；第二类是工匠

型企业，如我们互联网就。如我们所知，新浪

成为第一门户是源自于他的执行力，对新闻无

缝的追逐与发掘，在速度、时效、密度上基本

做到了每位编辑每天上百条信息的发布量。但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一味的去求量会有抵触的

心理，我们希望自己创造型的，初始时期员工

觉得非常不人性化，但我们必须是要把所有与

艺术有关的新闻囊括在内，这是一个基本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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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做好“大众型工匠”才能有基础向“创造

型工匠”转变，进而为成为“专家型工匠”打

下了坚实的基石。这对大家的观念是很具有挑

战性的是适应阶段，这期间对编辑团队的流动

量也产生过影响，又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完

成的一个问题。逐渐形成了雅昌艺术网的期望：

团队内的所有编辑能以三班倒的机制去工作，

虽然现在还未实现，也让大家心里很大的触动

和冲突，但我会努力让我的团队在冲突中寻找

到协调与成功的机会。

《雅昌》：最近，您提到“雅昌要为中国

拍卖著史”，这是一个崭新的方向和目标，您

的运作计划是什么？有何意义？对我们整个雅

昌艺术网的发展有何作用？

朱文轶：过去媒体往往是直接去关注拍卖

结果背后的那几位数字，现在我们是通过讲故

事为大家娓娓道来这个拍品的前世今生、收藏

渊源，由媒体来当讲述者再合适不过。正如古

籍善本近年来行市逐渐看涨，拍卖公司希望媒

体通过“过云楼”此次的拍卖营销策略，把这

本藏书相关的历史文化元素潜移默化的普及给

大众，并对拍卖史也进行了丰富的注脚，最终，

媒体将这件拍品的价值和内涵最大限度地展现

出来。

未来我们能不能成为核心的媒体策划案机

构，这对雅昌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商机。而

能为中国拍卖著史，是作为一个优秀媒体的使

命之一，也是体现媒体价值的真正所在，不光

是简单的记录当下，同时要具备史料价值，这

更需要我们用足够严谨端正的态度去完成。通

过“过云楼”拍品事件前后的对比，去思考在

拍卖专场方针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与动机。我

们对核心人士的大量访谈，实际上还是写史的

过程，未来也会从写史的过程中衍生出极具潜

力的商业价值与合作模式。

《雅昌》：您对雅昌艺术网未来的发展是

有何展望？

朱文轶：近来，郑晓芬对拍卖整体把关，

张凡启动了数据分析报告新项目，标志着我们

在慢慢形成一个媒体的中坚力量，这也是我们

团队目前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期待能与论坛

用户的互动营销紧密结合，最终走一条“媒体

+ 数据 + 专业”三方结合的独特之路。从媒体

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到庆幸，拍卖公司之间的

竞争，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采访机会，容易与

事件的核心人物直接对话。而他们也十分乐意

甚至主动联系我们，通过此次对知名拍卖公司

进行一线观察报道，也是积累我们在主流媒体

的口碑，从侧面传达给拍卖行业，我们对于拍

卖具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营销策划能力，可以

帮助拍卖行去研究、挖掘一个拍品的全方位价

值。我们与拍卖公司形成了一种互利双赢的商

业模式。我们结合雅昌数据为其提供整套的传

播方案，对他们进行有指导性的帮助，这就是

我们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为什么强调原创

的理由，这对我们来说不是阻力而是对广袤空

间进行的深度拓展。

《雅昌》：互联网团队在您的带领下取得

了不凡的成绩，着眼未来，您想对自己说些什

么？你想对您的团队说些么？

朱文轶：无规矩不成方圆，而转变又不可

能靠大换血来完成，我一直相信我们的团队是

优秀和优质的，兼备精深的采访能力与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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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图2>  雅昌艺术网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互联网团队在朱总编

的带领下经历了很多变动，但是这是一个健康

的现象，证明他们在成长，成长就必须经历阵

痛，但他们也在阵痛中不断茁壮、成熟，就像

是麦哲伦的船队一样，即使饱受困难，还是驶

向目标。为此，我们采访了互联网团队在北京、

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队员，体会他们在雅

昌艺术网这个团队中的感受，听队员们评价自

己的改变、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总编，自己的

未来…… 

雅昌艺术网半载的蜕变

半年来，雅昌艺术网通过管理、改版、选

题等各种方式的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转

变，让每个队员为之骄傲，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首先，将采访与编辑团队分离，提升了整

个记者团队的原创稿件质量，在行业里取得了

话语权，能切入行业中心，采访到核心人物，

追踪热门事件，而且每个事件都有着属于雅昌

艺术网的分析，让读者在每次需要了解热门事

件时都会想起雅昌艺术网。

其次，对首页及各频道进行了快速的改版、

模块优化、新增热点栏目，使之能适应求新求

变、激烈的互联网竞争。朱总编亲自带领团队

从原先被动的采集新闻到主动的寻找热点，持

续、深入的关注和报道行业内发生的热点事件，

让整个团队形成从传统网编向多元化报道模式

的转型。此外，朱总编重新整合全网资源，将

网站内现有的资源进行盘活，将雅昌艺术网的

内容更好地展现给读者；

第三，引入选题制，规范网络媒体的写作，

明确了雅昌艺术网作为媒体的身份，客观对待

艺术事件。朱总编强调雅昌需建立一个行业的

标准，这样的定位对员工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实力。对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不放弃、不埋怨、

多鼓励、多引导，抓住当下的绝佳机遇越走越

远，我们的团队也一定会达到超期待的成长与

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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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朱总编也以科学的方式与员工的兴趣为员

工安排相应方面的工作，增进员工的专业性；

第四，逐渐向全媒体方向迈进。现在的雅

昌艺术网变得像一个媒体了，而且有主流媒体、

强势媒体的风范。表现在原创新闻的比重和份

量加重，头条新闻内容扎实，每天都有看点。

对优秀稿件很重视，设定稿费制度，轻罚重奖，

鼓励大家多写好稿子。稿件的录用公平公正公

开，任何一个好的写手都有上头条的机会。网

站各频道改版速度加快，频道和栏目设置上有

很多创新和优化，比如雅昌讲堂、雅昌公开课、

带你看展览等。

那些内心最深的感触

风雨一路走来，留给这个团队队员内心最

深处的感受，是那些收获和感动，是那些点滴

成绩的取得和读者的认可。

“现在的雅昌艺术网激活一些固有的网站

栏目重新运行、上线，全面活跃了网站的栏目

内容，充分把网站视频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我

们感到很高兴” ！

 “感触最深的是在朱总编的指导下，我们

的内容采写得到很大的进步，每日头条的把控

也非常严谨、深入，因此得到不少业界人士的

认同”。

 “雅昌艺术网的内容定位方向比之前更为

明确，对地方站也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总体说来，这半年来提升了我们的媒体

专业度，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记者团度报道

的深入性增强，让我们对这个行业有了自己的

观察、观点和分析。我们不再是闭门做事情，

让我们找到了方向感，明确了目标，踏实地成

长和蜕变”。

内容中心同事眼中的朱总编

在同事们的眼中，朱文轶总编是一位宽容

的兄长，责任心强、遇事不推诿，他关心员工，

注重员工的个性化培养的领导，希望团队变的

更团结，一如既往的地把雅昌艺术网的团队建

设的更好；

他是一位优秀的媒体领导者，极有魄力，

能迅速进入角色，从媒体的角度来更好地确定

雅昌艺术网的角色；

他谦逊、勤奋有思路，能领导整个团队在

创新和突破中前行，作为一个服务机构的背景

下如何发挥自身的媒体属性，社区资源的价值

开始凸显，另一方面雅昌讲堂、雅昌话题、雅

昌数据挖掘等一系列项目的推出，也使得雅昌

的品牌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朱总编的老搭档陈奕名，在接受我们

采访时则这样评价朱总编，“我们是缘分深厚

的老挚友，是同事也是好兄长。从三联一路走

来，我从朱总编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去做选

题，去关注热点，去操作策划，如何全面整体

的从表层到深层次的发掘事件，指引我们寻找

到自己的媒体性格与特质。这条独特的媒体之

路是别人拿不走也是不可复制的”。

寄语雅昌艺术网团队

雅昌艺术网整个团队很齐心，虽然经历了

一些变动，但总体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相信这

个团队能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起航！今天的这个

团队积极向上、富有活力，衷心希望他们越来

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