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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在做文化的传承
—知名设计师、策展人刘晓翔眼中的雅昌

雅昌聚焦·艺术综合服务

编者按：2012年7月9日，藏族画家、书

籍设计家吾要先生作品展在雅昌艺术馆开幕。

宁静悠远的佛教音乐，富有创意的电子屏展

示，以及那些融入了藏传佛教生命轮回的艺术

作品，令观者深深震撼。这也是继2011年以来

雅昌与中国出版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共

同主办的系列公益性学术展览：华彩书香—

“世界最美的书”中国获奖设计师作品展；守

正新致—宁成春书籍设计46年回顾展；故

纸温暖—“民国最美图书”私人典藏展；尺

幅天地—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优秀作

品展；书韵华风—中国当代书籍设计艺术

展；纸屏书声—首届中国大学生书籍设计邀

请展；乘道工巧—雅昌人敬人艺术工坊作品

展；书境妙语—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

最佳作品展；南腔北调—张慈中书籍艺术60

年回顾展之后的第10个展览。一年之间，如

此密集，取得不同凡响的公益性学术展览，令

业界对雅昌再次刮目相看。现如今，雅昌不仅

是艺术印刷的标杆，更是艺术综合服务的打造

者。艺术书籍让雅昌大放异彩，而通过“为人

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服

务之路，将指引雅昌逐步迈向打造卓越的艺术

服务机构之宏伟目标。

为此，我们走访了这10次展览的策展人

之一、高教出版社首席美编、中国出版工作者

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常委刘晓翔先生，听

听他带来的雅昌体验。

设计师在雅昌得到最优质的服务

刘晓翔与雅昌的合作已经有些年头了，

2005 年从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长安意

匠—张锦秋建筑作品集》开始，到刚出版的

《格萨尔王传》，多年的合作使他对雅昌有了

比较全面的了解。

起初，他们的合作并不如现在这般密切。

只是有重要的作品时，才会慕名而来。问及原

因，刘晓翔说，“那时候外界常常有这样的说

法，雅昌的艺术印刷确实是最出色的，但价格

方面确实没有优势，尤其是在当时的市场环境

下，国内大大小小的印刷企业林立，并总是试

图通过拼“价格”，以求得一席之地。面对这

样的大环境，“雅昌当然会被认为贵”。但是

只有真正的与雅昌合作后，设计师们才发现，

原来雅昌提供的是远远要超于价格本身更多综

合的、优秀的服务。就连著名的艺术大家韩美

林老师，也曾经为雅昌据理力争。所以说，“贵

不贵，要看是不是物有所值。对于一个设计师

来讲，如何把存在于电脑上的想象和理念物化、

变成具体的、实际的、完美的呈现，这是最重

要的。如果说，我就凑凑合合的把这个东西推

向市场就算完成任务了，那可能你就需要找最

廉价的了。所以，不能单纯的比较贵还是不贵。

更加重要的是，雅昌对艺术书籍的打造非常到

位。雅昌是以做艺术品的态度去帮助设计师完

成作品，”刘晓翔道。对设计师的一些想法，

必须要通过工艺去实现，但是有时候这个工艺

的成熟度决定了能否实现设计师的想法。“与

雅昌合作后，雅昌会提供给我们多种可能，供

设计师参考。雅昌做到了我想要作品表达的那

种味道，理解了我想要的那种品位。”

作为一个书籍设计师，刘晓翔理解的书籍

设计的理念的本质应该是流畅的阅读！人的阅

读习惯并非一成不变，同时，阅读习惯又因人、

因文本内容而异。基与此，书籍设计师应该把

握这种变化，找到与文本内容，读者群相适应

的设计语言。而一本优秀的书籍作品设计的核

心，便是找到一种与文本内容相符的设计—

所谓大美无言。于是，在刘晓翔的作品中，常

常流淌着这种看似无声却表达着深层意境的情

感。2010 年，刘晓翔设计的《诗经》获称“世

图1>  刘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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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刘晓翔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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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了，而罩上一层这样的素纱，像披了一身淡

淡的云霞，优雅高贵得宛如天人。《诗经》本

来也是一本古老而朴素的书，过分张扬的色彩

并不适合它。”“费了一些笔墨在书的装帧上，

似乎有些偏重形式之嫌，但也实在因为我们所

处的，是这样一个看重视觉享乐的时代。作为

文化承载物的书籍，也是越来越唯美了。不过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我们的头脑和性灵涵泳

于古典精华的同时，让我们的眼睛也得到美的

享受，此等境界，如金圣叹所言：不亦快哉！”

面对这些溢美之词，刘晓翔说，是雅昌帮他实

现了这些理念：“看似简单朴素的设计，实际上，

工艺实现上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本书采用了

裸露书籍“原生态”的装订方式，封面、前环衬、

内封和版权、后环衬、封底各自作为一个单元

用锁线的方式与正文联结在一起，分隔《风》、

《雅》、《颂》三部分的色纸也是通过锁线的

方式与正文联结的。这种装法有一定的工艺难

度，主要是背胶容易刷到封面和封底上，而且

当时设计的封面封底要比书芯小 3 毫米，这个

也是挺难掌握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雅昌都

—完美的帮我实现了。”

到过雅昌艺术中心的人，总是会被雅昌艺

术馆陈列出的名家名作以及精美艺术书籍所震

02＞

界最美的书”。当人们细细品味这部作品带来

的视觉设计与文化内涵的完美融合时，也注意

到了这部作品的幕后承印者—没错，正是雅

昌与刘晓翔合力打造了这本朴素精致暗含优雅

之作。

谈及这本经典之作，刘晓翔说有太多与雅

昌说不完的故事。正如外界评价，《诗经》 强

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现，努力彰显了民

族性与国际性的完美结合，维持了诗歌的大量

想象空间。另外，本书的责编也从一个非设计

师的角度评价：“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本书的

装帧设计，集素朴与精美于一身。封面通页为

黑底，右上方两个大字：诗经。简单，而又透

着些神秘的高贵。打开书页，首先落入眼中的

是用一种半透明纸做成的环衬，远景是宋人山

水，淡淡的若隐若现；前景则是楚墓壁画，笔

法劲拙，古意盎然；而右下角则是《秦风》中

的一段文字。奇巧的是，无论是文字还是背景

图，都被印到纸的背面—隔着半透明的、带

着纹理的纸看过去，云烟满眼的感觉。这个别

致的设计，不仅让人想起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

纱禅衣’—那是一种薄如蝉翼、无色透明的

纱袍，是罩在织锦华袍外面的。色彩鲜艳浓烈

的织锦袍子，如果单穿，恐怕会华丽得有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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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刘晓翔与吕敬人、张慈中在展览现场而刘晓翔更是直言，“我的很多设计作品，都

是依靠雅昌来完成的。在雅昌，我感受到了一

个设计师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服务和最优质的设

计完成度。”

这对于雅昌来讲，是莫大的荣耀和肯定。

时至今日，雅昌一跃成为了艺术印刷的一个标

杆，一个“背书“品牌。怀揣着这种对艺术的

热爱和追求，雅昌一步步的确立了自己 “通过

为‘人民艺术服务’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艺术品数据库、雅昌艺术网，数字出版，

艺术展览策划等等多元化、综合的艺术服务应

运而生。

雅昌做的不仅是印刷，更是文化的传承

作为设计师，刘晓翔是雅昌的老朋友。作

为策展人，刘晓翔说，这是他与雅昌合作的头

一遭。2011 年的 8 次展览，刘晓翔说，他只

是配合吕敬人老师，作为其中一员参与了布展

工作，只是基本了解了每次展览所要做的工作

雅昌聚焦·艺术综合服务

撼。殊不知，这些艺术品，正是雅昌始终追求、

坚持、专注的将设计、工艺与内容和时代相吻

合的极致雅昌品格之典范。不仅仅是刘晓翔，

雅昌的专业赢得了如吕敬人、韩美林、申少君、

何家英等众多艺术家、设计师的尊重。2009年，

吕敬人老师与雅昌合作打造的《中国记忆》获

得了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对雅昌，

他也是不吝溢美之词：“雅昌的专业精神令人

尊重。”吕敬人老师所指的这种专业，更多的

是指雅昌对艺术品位的理解。与艺术家、设计

师共同打造优秀的艺术书籍创造中心，这也正

是雅昌迈向卓越艺术服务机构的重要一步。为

了这一步，雅昌坚持了近二十年，也正是这种

专注与坚持，赢得了众多艺术机构、艺术家、

设计师的青睐和信任。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

文化机构、艺术家，在印画册时也曾选择过其

他合作伙伴，但兜个圈后，又回到了雅昌。用

他们的话说，因为只有雅昌更理解什么是艺术。

图4>  刘晓翔海报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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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杂与琐碎，并没有其他特别深刻的体会，

也只是从与雅昌合作多年的吕敬人老师口中得

知，雅昌除了艺术印刷以外还有其他过人之处。

直到 2012 年 3 月，他全程策划、实施了［南

腔北调—张慈中书籍艺术 60 年回顾展］。设

计了请柬、海报、主题板等平面项目，这才让

他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了每次办展之不易。

因为是第一次为展览作平面设计，刘晓

翔说，自己对于尺幅、点数等文件要求不甚

了了。当他把这个困惑告诉雅昌市场部负责

展览的工作人员后，“他们非常细致地为我

提供了有具体要求的文件和数据，令人一目

了然。很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这些陈列设计的

要求，设计的难题迎刃而解；请柬设计好后，

突然又发现文字还有问题，雅昌营业部一个

80 后的小姑娘，二话不说，连夜加班修改，

改后又重新打样请我确认，交付印刷时，已

经是夜半时分了……”“海报的第一稿打样

效果不佳，营业员又立即安排人员重新调图

校色，反反复复，一直修改到我满意。”“开

幕式之前，雅昌市场部的工作人员还非常细

致的反复询问张慈中先生有哪些必须请来的

嘉宾，派什么样的车，到哪里去接等细节。

张慈中先生普通话说的不好，在北京生活了

雅昌聚焦·艺术综合服务

图5>  吾要艺术作品展

05＞

总
第

57
期



8

总
第

56
期

雅昌聚焦·艺术综合服务

几十年后，上海话也说的不好了，真的是“南

腔北调”啊！这可给雅昌的工作人员带来了

很大麻烦。”回想作为策展人与雅昌的首次

合作，刘晓翔说，“类似这些问题真的是不

胜枚举。但是幸好有雅昌，我的工作得以顺

利完成，我也充分享受到了他们的服务。”

从设计师到策展人，角色的转变，双重身

份不同的需要，让刘晓翔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别人口中雅昌除了艺术印刷之外的其他过人之

处。“雅昌现在举办各种展览，实际上是跳出

了一般印刷企业的范畴，雅昌做的其实是一种

文化的传播。这不但是雅昌高明的地方，也是

与其他印刷企业最大的区别。”起点锁定在艺

术印刷，始终忠于艺术服务本身，挖掘全方位

的、立体的综合服务，帮助艺术家实现价值的

最大化，这是一个卓越的艺术服务机构所具备

的基本质素。对此，刘晓翔肯定了雅昌：“作

为设计师，虽然现在还没有像其他艺术家那样

能够与雅昌合作其他的诸如艺术数字资产的服

务，但是我对雅昌艺术网，以及雅昌打造的中

国艺术品数据库也是有一定了解的，雅昌目前

已经基本能够满足设计师、艺术家的各种需求，

在满足的过程之中，他们能为艺术家和设计师

本身提供一个很好的范式、样本。正因为雅昌

有这样的服务，才吸引了更多的设计师、艺

术家聚集在他的周围。雅昌给我的感觉，就

是舒服。”

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决定了雅昌能够利用

独一无二的艺术资源整合模式开辟出属于雅昌

的蓝海领域，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指

引着雅昌不断地向卓越艺术服务机构迈进。

相关链接：

刘晓翔  1987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至

今供职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为高等教育出版

社美编室首席美术编辑、编审，中国出版工作

者协会装帧艺术工作委员会常委。

1999 年第五届全国装帧设计艺术展览社科

类金奖

2004 年第六届全国装帧设计艺术展览社科

类金奖

2005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2006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2007 年 “政府出版奖”提名奖

2008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2009 年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文学类

最佳设计

2009 年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艺术类

最佳设计

2009 年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教育类

最佳设计

2009 年第七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科技类

最佳设计

2009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2010 年度“世界最美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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